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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

———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林 晓 光

摘　要:由内藤湖南首倡的六朝贵族制论,历经大半个世纪的研究论辩,已发展为一套体大思精的学

说,影响深远,国内学界对此也已不乏介绍.但其发展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该学说在战前的影响力,第

三代所持的“豪族共同体论”与“寄生官僚制论”论战的始末详情,及在概念界定、思路及视野上与宫崎市定

等经典的贵族制论的重点异同等,目前还阐述不多甚至存在误解,有必要加以批判性的回顾.以往国内学

界对这一理论的接受和批判,往往偏重于政治史的方向,但就其本义而言,文化史乃至整体的时代史才是

其更富于开展前景的舞台.如果以日本史上的贵族时代、贵族文化为比较坐标,更会发现其创生之初便从

后者得到启发,而家永三郎、津田左右吉等的日本贵族论正可与之相互发明,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一

学说的深层意蕴,以将其更有效地用于中古史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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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作批判性的回顾,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一方面,在东瀛曾经有过长达

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论争,热热闹闹你方唱罢我登台,如今却已面临着喧嚣之后的沉寂;另一方面,大
陆学界对这个话题则是处在遥远的、半冷不热的兴趣中———兴许带着些好奇,却免不了隔岸观火.
到如今旧话重提,只怕观众更是兴味阑珊,不知那些台上的老演员何以热衷至此了.因此,除了话题

本身的复杂缠绕之外,更令人担心的是意义的失落能否被重新拾回.故本文努力的方向,不在于细

说具体论题,而在于把握每一学说提出的时代氛围及相互动因,评说立论攻战的要害之处,希望能以

微薄之力,唤起对当日史影的了解之同情,在批判中瞻望前进的方向.
关于六朝贵族制论这一在日本东洋史学界影响重大的课题,无论日文、中文学界,都已有过不少

综述回顾文字① .至于论说日本汉学、“唐宋变革论”而涉及贵族制论的更是不胜凡举.本文理应综

合以上论说为一完整总结,但贵族制论本身头绪繁多,以上诸文相互间亦颇有侧重点的异同,才力所

限,不能不遗憾地放弃这一目标,而仍以个人对贵族制论的认知为线索,尽量将诸家高见组织入行文

中,作有重点的追问和讨论.此外,由于译介进展的不均衡,相关论著有些久已脍炙人口,有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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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报告,承与会专家同仁批评指正,谨致谢忱.

①　在京都学派立场上,包括谷川道雄、川胜义雄、砺波护、川合安等均有专文阐述.而中文学界较易见到的,可举出«魏晋南北

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李凭等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中谷川道雄“总论”及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及官僚制”一节,川合安«日

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杨洪俊译,«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徐冲«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价»(«中华文史论

丛»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等.



内却还不易见到,因此对于已有中译本的相关论著,本文就默认已为学界所知,尽量采取简明的评述

方式,而将重点更多地放在也许能够提供新知的方面.

一、从内藤湖南到宫崎市定:贵族制学说的创立与完成

(一)鸟瞰:六朝贵族制研究的谱系

日本现代学术之路,学界普遍以二战为界,分为战前与战后.战前学者所伴随的时代氛围是奠

基勃兴的明治、大正时代,以及在昭和前期与东亚乃至世界的紧张关系中密切互动,甚至随着战争而

波动扭曲.战后至苏联解体为止,学者所处的氛围则是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基本底色,
在战后复兴中往往发生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激烈论战.

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为主要阵地的中世贵族论者,则大致经历了三代的学者谱系.相关人

物、论著,中国学界的认知虽然还不算系统全面,至少也多有译介,我们不难得到点状的分散知识,这
里就不再一一列述其基本信息.如果作最扼要的鸟瞰,则这三代的态势基本上是:一代属于战前学

术,二代跨战前战后,三代为战后.随着第三代的逝去,又遭遇了冷战时代结束、马克思主义退潮,日
本的六朝贵族论者也就只剩下星星之火,不复燎原之势了.

这三代学者,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为内藤湖南.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包括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和宇

都宫清吉.第三代则有宫川尚志、川胜义雄、谷川道雄、吉川忠夫等.这是按照师承的划分,但其学

术发生实际影响的时期则如下文所叙,并不与年辈完全同步,且每代之间年岁也不无一定的差距,代
际的划分只能说是个大致概念.如果按照学术潮流的起伏来划分,则内藤、冈崎当属第一波浪潮,２０
世纪１０ ３０年代开始发生影响;宫崎、宫川、宇都宫属第二波,４０ ５０年代为其相关论著的高产期;
谷川、川胜、吉川为第三波,主要活跃于６０ ８０年代.在主阵地之外或三代之后参与到此论题中的,
又有森三树三郎、中村圭尔、安田二郎、川合安、渡边义浩等,篇幅所限,本文就不再一一缕述了.

(二)从内藤湖南到冈崎文夫:单声部的草创期

这一学派的开山之祖内藤湖南(１８６６ １９３４),前半生作为著名的时评记者、政论家,后半生

(１９０７ １９２６)作为京都大学教官度过①.在１９１４年出版的«支那论»中,内藤首次提出了自己的中国

史分期法,并论述了中国中世为贵族政治的时代.其后最著名的表述,是１９２２年发表的«概括性的

唐宋时代观».大陆学界开始广泛关注内藤学说,应该说也是以此文收入«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论著

选译通论卷»为发端的②.更细致的论说,则见于其讲义«中国中古的文化»以及«中国近世史»的前

半部分③.
内藤的历史分期法及唐宋变革论已为学界熟知,而六朝贵族论正是这一宏大学说中的重要环

节.«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对中世贵族的论述基本点包括:六朝至唐代中叶为中世,特征是贵族政

治繁盛的时代;当时地方上世代延续的名门望族成为贵族,同等级门第间相互通婚,独占政治权力;
天子只是贵族阶级中的一个单元及代表,无法掌握绝对权力等.与之相对立的是进入五代宋以后,
基于贵族阶层的消亡,君主权力与庶民文化同时抬头,中国进入君主独裁时代.

内藤这篇基础性论文成为后来几乎所有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的起点.不过该文本身并非

针对中世贵族时代的专论.与之相较,«中国中古的文化»主要讨论的是东汉至魏晋期间的世风、学

２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详尽的叙述已见[美]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１８６６ １９３４)»,陶德民、何英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内藤一生都密切关注现实,作为当时的“意见领袖”发表了大量言论,而其学说也是有所为而发,并非书斋中的纯粹学者,这一点我们

在回顾贵族制论的出发点时,首先应加以特别的注意.
旧译为«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此据笔者所译[日]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３

１１２页.
中译本一并收入[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夏应元选编监译,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２７ ３３４页.



术、政治变迁,论题更集中,内容也更为丰富芜杂,实际上处理的是他所谓“中世”的前半段或曰形成

期的历史.其中已触及到若干后来成为讨论焦点的问题①:

１．东汉豪族是魏晋南北朝贵族社会形成的母胎.在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川胜义雄等后续研

究谱系中,虽然各有发展,但这一基本视角均得到了继承.中文学界如杨联陞１９３６年的名文«东汉

的豪族»,虽未揭举“贵族”的提法,但其理路无疑与内藤此说相互呼应.

２．以九品中正法选官是产生门阀社会的关键.这一视点藉由宫崎市定在战后出版的«九品官人

法の研究»而获得强大的推进,成为贵族制研究具体展开的实证基础.

３．贵族阶层的决定标准在于自身,而不取决于皇权或国家体制.贵族制论第三代所强调的“豪
族共同体自律性”,很显然应溯源至此.战后对“贵族”与“官僚”身份问题的纠缠论争也由此展开,实
际上成为了这一论域中火力最集中的主战场.但值得注意的是,内藤所论实际上是以南朝寒门不见

纳于高门的若干典型事例为推论依据,这与后来第三代所强调的整个豪族阶层的自律性,在理路上

并非完全一致.

４．中世贵族重视礼仪、门第、谱籍.这三点应该说在中国及欧美学界都有令人瞩目的展开,但未

必如内藤那样,意识到应将其作为贵族社会的有机表现来予以理解.

５．贵族门阀作为社会核心,使这一时期各种文化现象都呈现出贵族性特征.其后思想史、文化

史领域的论著多着重对此点进行阐发,但就学界总体走向而言,这一点在后来似有失焦的危险,详见

本文五、六节的探讨.
就以上诸点,已可见出内藤这份讲义的导源性意义.不过,其虽然题为“中古的文化”,实际上却

并未对六朝作正面详论.因此,内藤虽然提出了这些重要命题,但真正的研究还有待后续展开.他

从学问、伦理、礼仪的角度寻求门阀贵族出现的原因,确实是一种“文化史观”,与后来政治史、官制史

转向后的论证方式显然异趣,不少论题后来其实并未得到充分继承②,例如两汉皇帝学问水平与皇后

出身差异、东汉“学问的中毒”、门阀士族的气节等.因此贵族制研究的发展之路,实际上也是对内藤

学说有选择的扬弃过程.这一扬弃究竟是理所必然,还是后来者基于时代变迁而远离了那个时代的

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 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应该说,这套史学体系自内藤湖南提出以来,便成为了日本战前东洋史学界最有力的学说③.直

到二战结束为止,将内藤学说稳定地向前推进的,是冈崎文夫、宫川尚志和宫崎市定.
冈崎文夫(１８８８ １９５０)是内藤的早期弟子.他在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接连出版了«魏晋南北朝通史»

和«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两部专著.«魏晋南北朝通史»是长达七百多页的大书,从后来学

者的引述情况看,很可能是日本学界在战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六朝专史,其影响力可以想见.后来者

包括宇都宫清吉、宫川尚志等都曾回忆读到此著时的强烈触动.该书分内外两编,内编为对六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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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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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中译本外,详尽的复述,可参见[日]福原启郎:«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形成的思考方式———通过‹支那中古的文化›的分

析»,胡宝华译,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５７ ２８６页.
但正如福原启郎已经指出的,内藤学说的重要资源是中国古代尤其是清代学者的论说,包括顾炎武«日知录»、王夫之«读通

鉴论»、赵翼«廿二史札记»等,常常成为他理论的直接依据(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第２７９页).
而我们今天的论说范式毋宁说反而是远离这些资源的,这一点值得反思.

关于这一点,学界有不同认知.如张广达先生即认为内藤提出学说时,“人们既没有措意于他的创建,也没有理会他的历史

论域中哪些地方有欠周密”,战前日本学界普遍遵循的是加藤繁的学说,直到战后内藤学说才受到重视(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

革论及其影响»,«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９９页).国内学者多信从此说.但日本学者自身

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谷川道雄就说:“战前六朝史的研究主流是内藤湖南及其学派(即所谓的京都学派),这样说是不过分的.”([日]
谷川道雄:«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胡宝华译,«文史哲»１９９３年第３期)张说恐怕只是基于资料排比作出的推

想.事实上即便就情理而言,假如战前主流是加藤学说,前田直典何必特地向内藤后学发难,京都学派又有何力量与之对抗? 加藤

繁关于唐代以前主要劳动者为奴隶的学说,提出于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内藤学说始创有二三十年之久的差距.即使不算内藤后

来局限在大学讲堂上的那些讲义,其学说最早发表于«支那论»,这却是当时在一般人中影响巨大的一部名作,要说作为战前“意见领

袖”之一的内藤的意见在当时竟会无甚影响,似未免有远离时代空气之嫌.



治史的概说,在当时获得了“绝非烂俗的抄译«通鉴辑览»之流”,而是“将胸中积蓄知识一气呵成”的
赞誉①,但就今天的观感而言,这种冲击力已觉薄弱;外编则分为“魏晋文明”、“南朝文明”、“北朝文

明”三章,其文明史的姿态与内藤一脉相承.宇都宫清吉评论为“以风化之迁移为视点”,“独到的政

治史式的文化史”②.其中多方面的内容都是对内藤学说的忠实继承及补充强化.如以后汉为“经术

主义”的时代,称当时人以产业、家庭、道德三者合一为人生幸福理想,豪族在道德上的堕落导致此理

想社会崩溃,曹操复以法术主义进行纠正等等,从个别论题到论说的前后逻辑关联,«通史»都与«中
国中古的文化»如出一辙.在这个意义上,冈崎正可被视为内藤在战前的一个扩音筒.

«南北朝に於ける社会経済制度»一书则为论文集.上编为地理、经济问题的考论,下编收入多

篇贵族制研究论文,论及中正制度、士庶区别、门阀等级等问题,称得上是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题论述

的开山之作.不过,正如川合安已经指出的,他将贵族制认定为仅限于南朝时期,与内藤所界定的六

朝隋唐不同,也基本不被后来的史家所接受;此外,其“学说的根本”是将黄白籍理解为士族、庶民之

户籍的区别,但这一解释很快就被增村宏证否③.因而冈崎学说在后世并未得到长远的继承.
总体看内藤、冈崎的论说,都属于观其大略的宏观归纳,往往是将散点状事象捕捉连成整体,而

鲜见深细的逻辑推演及全面搜罗史料的实证.内藤通过其对史事的敏感把握住了本质,其视野已蕴

含后来许多论题的萌芽,但作为课堂讲义,还未能避免论述分散的问题.冈崎虽已将内藤的讲义扩

充成长篇巨著,但读来这种感觉仍然相当明显.这两人可以说同属于这一学说的草创奠基时期.
(三)宫川尚志:实证研究突破的天才

接下来跳过第二代,先来谈一谈宫川尚志(１９１３ ２００６).宫川师从羽田亨,不妨算是内藤的再

传弟子,比宫崎市定等第二代学者小十多岁,但其发表六朝史研究成果却与之同步甚至更早.宫川

的研究后来结集为１９５６年出版的«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但其着手开展则在１９４３至１９５０年

间.从时间节点上说,他堪称战前 战后阶段铺开六朝史实证研究最突出的学者.１９４３年,年方三

十的宫川已发表了自己第一篇重要的论文«魏晋南朝の寒門、寒人»,此后从六朝思想、宗教、文化史

的立场出发,引申至北朝贵族制的研究;复转入制度史层面,研究作为文官选拔机制的六朝中正制度

和作为武官系统的南北朝军主、队主、戍主.其研究中正制的题旨在于“从文官制度上来证明,赋予

六朝时代以特性的一个理念,就在于‘私’的一面覆压在‘公’的一面之上,与‘公’的一面并存的倾

向”④.对军主等的研究虽然看似只是军事史的单篇论文,但同样是从探讨“武官制度中半公半私的

人际关系”视角出发来理解六朝募兵制中首领与其部曲私兵的关系.换言之,他是从内藤所论贵族

相对于君主的独立性中拈出一“私”字,并将视野扩展到了六朝的各种面向.这种对六朝“私”性的重

视,在后来未被普遍继承,但今天回看,无疑独具思考的价值.
应当说,宫川尚志是非常具有内在系统性和理论自觉地研究六朝贵族制时代的一位天才型早期

学者(以上成果均在其三十余岁时完成).其论文中有从内藤、冈崎继承而来的论题,如«六朝贵族社

会の生成»探讨贵族社会形成史,与«中国中古的文化»显然一脉相承;«中正制度の研究»亦是内藤、
冈崎已论及的题目.但更多是开创性的探讨,包括六朝时期的禅让、寒门寒人、都市和村、军制等题

目,在今天仍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他的这一系列基础研究,对战后六朝史研究有重要的先导意义.
但其研究分散为单篇论文,未能像宫崎市定那样发为体系宏大精密的专著;同时或许也由于其长期

任职于东海大学,位置较为边缘,似未得到与其成就相应的重视.虽然凡言及者都对其水准评价很

高,但在学术脉络的回顾中却往往无从定位而一笔带过,这是相当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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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的书评,见«宫崎市定全集»２４«随笔下»,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３８５页.
[日]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１９７７年,第３５１页.
[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日]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东京:日本学术振兴会,１９５６年,第５８６页.



(四)宫崎市定:贵族制研究的成熟形态

宫崎市定(１９０１ １９９５)作为京都学派战后的主将,最深地卷入了与历研派的论战中.其对六朝

隋唐中世说最大的贡献,被认为是回应历研派的攻击,从土地形态、生产关系、经济发展等分野补强

了过于偏重文化史的内藤学说,从而使得内藤历史分期法真正成为了一种周密全面的整体观照.宫

崎这方面的成果集中见于１９５０年出版的«东洋的近世»及此后与历研派论争的诸多论文.«东洋的

近世»一书中作为与宋以后情形的对比,已有不少对六朝的论说,但就集中论述六朝贵族制的,则要

等到１９５６年出版的«九品官人法の研究».此书一出,犹如对战后复兴中的中世史研究投下了一枚

重磅炸弹,研究局面由此全然改观.可以说,在５６年以后出现的日本任何一种六朝史研究史著作,
都不可能不受到«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的影响.

宫崎市定关于六朝的研究,有一个有趣的时间现象.他早在１９３５年便发表了著名的«晋武帝の
户調式に就て»一文,接下来在１９４２、１９４６年分别撰写了«汉末风俗»和«清谈»,但后两篇基本上是祖

述内藤学说,未见太大新意.除此之外,其他多种论文皆写于６０年代,仅有一篇«中國の官吏登用

法»发表于１９５５年.很显然,这些全都是他在写完(或接近完成)«九品官人法の研究»,对六朝已了

然心胸之后的副产品.就此而言,宫崎作为六朝史家,基本上是一位战后学者.同时也可见出«九品

官人法の研究»的影响力之巨大,不仅是学界的分水岭,也是他本人认知的分水岭.在那以后,他虽

然在时代分期及贵族制学说的骨架上继承师说,但具体讨论的理路已开拓出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上述二书都已有中译本,为学界所熟知,这里就不一一赘言,只提出一点略作追论:«九品官人法

の研究»的核心,按宫崎本人的说法,就在于解明此法中的所谓“品”,实有官品与乡品二种,而两者间

存在等级性的对应关系,他甚至将此点称为“研究的全部”①.官品为曹魏以后历代政府遵行的官僚

等级制,而乡品则是中世对人物品级的衡定.选官时,根据乡品给予低四级的官品(例如二品人就给

六品官),预期其逐步升进后可达致与乡品一致的等级.
然而这一宣称今天看来却有些吊诡———所谓乡品与官品相差四级的观点,已屡屡被后来学者所

批驳否定,证明两者间并无如此稳定的对应关系.照此来看,宫崎在这方面的研究岂不是全盘作废,
毫无意义了吗? 对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宫崎所认定的四级差别确实是无法精确成立的,但这其

实根本无关紧要(包括他大受学界非议的对九品官人法起源的论述也一样).要害处在于他首次指

出了六朝时期“为人定品”是任官的前提,其“人品”②与所出任的官位官职之间是有等级对应关系的.
无论细节如何在后续研究中被调整修正,只要认可这一点,我们对六朝官僚体系的认知就必然滑向

贵族制的方向,而不可能维持在单纯的国家行政机构层面.因此他才会如此重视这一原点,将其视

为研究的全部价值所寄.而这也是这部巨著虽然主体内容研究的全是六朝官制的具体设置,却依然

成为贵族制论的支柱性成果,并且作者还要专设长篇的“绪论”、“馀论”来探讨贵族制的原因所在.

二、历研派论战:马克思主义vs．文化史观

然而这时已面临着时代巨浪的涌起.二战一结束,便发生了潮流的大逆转,二战中被军国主义

拖入深渊的日本知识界全面进入反思期,此前已有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蔚然勃兴,学界广泛接受

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史观和无产阶级斗争史观,依据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等社会形态模式,从生产力

生产关系出发理解历史的方式成为主流.历史学研究会(东京“历研派”)中国史方面的干将前田直

典,于１９４８年对宫崎市定及另一位京都学派代表者宇都宫清吉发起冲击,从此掀开了京都学派vs

５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①

②

[日]宫崎市定:«宫崎市定全集»６«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９２年,“自跋”第４７９页.
学界对这一“品”到底应如何称呼争论不休,或曰乡品,或曰资品,或曰中正品,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纠缠于细枝末节.无论如

何称呼,这一“品”是系于个人(背后的根源是家族),而非像官品那样系于制度,这个本质是很清楚的.



东京学派①的一场大论战.
就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第二、三代的学脉来看,宇都宫清吉(１９０５ １９９８)要算是一位相当关键的

人物.他一方面成为了论战的直接导火索,另一方面又作为前辈深入参与了第三代学者“豪族共同

体论”的创立.宇都宫清吉最著名的论文,当数１９４７年在«东光»第二号上发表的«東洋中世史の領

域».在文中,他锐气勃发,向内藤理论发起冲击,几乎颠覆了内藤的时代分期理论,而另行提出一套

“时代格”理论.在他看来,内藤分期法中所设定的“过渡期”是暧昧无意义的,将时代从一朝代中间

切断更是割裂了朝代自身固有的性格.秦汉、六朝和隋唐三大时段分别拥有其自身鲜明的时代格,
秦汉是政治性的,六朝是自律性的,而隋唐则兼有政治性与自律性.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秦汉时代格

的认定,仍然继承了内藤、冈崎所强调的儒教思想与法术主义因素;但对六朝,则是大量使用了“豪
族”而非“贵族”来表述这一时期的核心集团②,他所谓的自律性,也是指豪族的自律性,亦即豪族相对

于国家来说是自主存在的,好比“以庄园作为领土的小国家”;国家反而可视为一种大豪族的形态,而
庶民也是被组织在自律的豪族社会中③.这一表述很显然来自内藤对贵族自我认同的理解,而又是

后来谷川道雄等提出豪族共同体论的先声.
宇都宫在这篇名文中提出的“时代格”概念影响广泛,冲击力巨大.但就反响来说却并不很妙,

可以说内外不讨好.砺波护给中公文库版«东洋的近世»写的一段解说词,真切地映现出当时的时代

氛围:

　　在«东光»的编辑后记中,竹庵即森鹿三对宇都宫的论文不无危惧地评论道:“在文中,一度

被内藤史学否定的王朝亡灵又抬头了.虽然这位新感觉派的学徒应不至于倒退到王朝史的地

步,但当他引入拟人的‘时代格’概念时,王朝(至少汉、唐二朝)是作为不可分割的个体来看待

的.”而这一评论已有了触发驳论的苗头.
果不其然,积极参与到以马克思主义方法为根基的历史学研究会的重建中、出身于东京大

学的前田直典(１９１５ １９４９),在«历史»一卷四号(１９４８．４)上发表了«東洋古代の終末»一文,批

判宇都宫说“有使内藤博士的卓越史观变得暧昧不清之虞”.他将时代区分的标准完全置于直

接生产者的性质上,批判“京都学派的所谓中世与古代几乎难以区别”,从而结论曰:“在东亚,中

国的古代终结于九世纪前后,朝鲜、日本则在十二、三世纪到达了同样的阶段.”提出了新的学

说:中国的古代到唐代为止,宋代以后则为中世封建社会之始.
前田于次年病逝,但“中国中世始于宋代”的时代区分论,在１９５０年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上,经

由西嶋定生和堀敏一的报告及答疑而确定为体系.当时正值新制高等学校在社会科教育中开始

讲授“世界史”,编写教科书的时期,因此大部分的教科书都采用了宋代中世说.宫崎市定的«东洋

的近世»正是在１９５０年,祖述文化史立场的内藤学说,融入自身新创获的社会经济史成果而写下的

著作.«东洋的近世»在发表之初往往是被作为辩难对象来阅读的,然而在马克思主义史观业

已退潮的今日,立场却完全逆转,毋宁说是成了可以信据的通说,从肯定的态度来引用的了.④

从上面的叙述中不难见到京都学派贵族制论的曲折处境:首先是从战前六朝学的主体,到５０年

代一转而变成落后甚至反动学说.历研派的观点,通过东京召开的历史学研究会大会归纳总结,进
入高等学校教科书,而占领了知识传播的主流;京都一方持贵族制立场的论著,则落入下风,“被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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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历研派”或“东京学派”都是学界的惯称,但正如甘文杰所指出的,战前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者,实际上更应称为

“东京文献学派”,前后虽有渊源而不可等量齐观.为免混淆,本文尽量使用“历研派”来表述.
将“豪族”这一术语引入魏晋南北朝研究中,并不始于宇都宫,在内藤、冈崎论著中已见端绪.不过从宇都宫开始至第三代,

“豪族”一语便越来越成为学说的核心范畴,从这里可以看到重心转移的脉络.
[日]宇都宫清吉:«东洋中世史的领域»,黄约瑟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２ １３４页.
«东洋的近世»,东京:中央公论新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５ ２５７页.



辩难对象来阅读”.而经过大论战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退潮,到该解说词撰写的２０世纪晚期,京
都学派又再度逆袭成功,上升为“可以信据的通说”了.我们有必要把握住那个时代的这一基本流

向,才能对这场战后大论战的双方处境抱以了解之同情.
关于这场唐宋变革论论战,亦即唐宋之间究竟是中世与近世的分界,还是上古与中世的分界?

学界已有非常多的讨论,这里对始末详情就一概从略了①.最概括性地来讲,历研派的学说,经历过

前后两期的变化.前期以加藤繁的经济史考证为前提,以前田直典发难为契机,由西嶋定生和堀敏

一总结定型.这一时期的要点在于: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史的基本法则”,从土地所有形态和生产

关系的标准出发,认定唐代之前为主要以奴隶进行生产的时代,从而推导出汉唐间仍属于家父长制

的专制“古代”,而非内藤所划分的中世.从而又推得秦汉大帝国与唐宋大帝国并非异质的时代.但

是,这一历史图式中的“奴隶生产形态”忽视了当时数量众多的一般民众,后来被众多学者证明为不

符合中国汉唐社会实情;将“欧洲史法则”套用于中国史,在历研派内部也遭到批判,于是西嶋定生撤

回此说,接受滨口重国的提示,从“皇帝个别人身支配”的角度把握隋唐以前的“古代”,写出了其代表

性的名著«中国古代帝国的形成与结构:二十等爵制研究».
从六朝贵族制论的视点出发检讨这场论战,应该说六朝并非主战场,而是夹在前后三大战区

(汉、唐、宋)之间的被动环节.历研派几位主将,西嶋、堀和滨口都着力于秦汉、隋唐史②,而周藤吉之

则是专长宋史.六朝几乎总是被作为秦汉的下延、隋唐的上溯、秦汉隋唐之间的接续关节而被提起.
历研派的逻辑几乎是:只要证明了秦汉隋唐是同一历史阶段,夹在中间的六朝自不例外.而宫崎市

定与之的争论也更多地以宋代近世说为中心,而不是以六朝为主轴的.从内容上说,历研派一开始

采取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论,实际上与贵族制论也未必没有调和的余地.但修正以后的“皇帝个别

人身支配”论倒真的在理论上与贵族制论形成了对冲,其背后的分歧,即在于承认贵族作为六朝社会

的一个核心阶层,介于皇帝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和被统治的庶民之间,有实质性的统合功能;抑或认为

贵族只是皇帝统治体制下的官僚,皇帝对所有个人的人身支配才是六朝社会乃至整个中国前近代社

会的本质.从后者的立场出发,就无所谓贵族或所谓中世性,而只有皇权下的官僚制,其时代差异是

程度上的变化,而非性质上的不同.应该说,后一种态度是较为接近中国学界主流的.
当然,从今天回看,何谓时代本质也许只是观念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毋宁说在于从不同的观念出

发,眼中所见的整体像有异,需要探讨的具体问题乃至方向也就殊途.从贵族制论出发,“贵族”阶层

的兴起(名士、清流、乡论)、基于贵族门第高低形成的社会等级(“门地二品”与次门、寒门)、六朝大庄

园制的形态、乡村社会、社会集团间“私”的结合(“门生故吏”、部曲私兵、豪族与自耕农)等问题成为

必须辨明的对象;而从“国家个别人身支配”论出发,则自然关注皇帝统治方式、法律条文、良贱身份、
赋税徭役、工商业发展及农业土地形态等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处境已非同昔日的今天,恐怕没有多

少学者还会对当年的论战核心提得起兴趣,毋宁说,基于不同立场而带来的具体论题展开,才留下了

长久的价值.但这些具体论题,在其创生之初是包含在统一的整体脉络中,各自为了更深远的历史

本质问题服务,这一历史语境却是不应被忘记的.

三、第三代: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一)宇都宫清吉:承先启后的“自律性”与“共同体”视角

如前引文所见,宇都宫«東洋中世史の領域»一文不但遭到历研派的进攻,连京都学派同人内部

７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

①

②

中文世界的介绍,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及其影响»,刘俊文:«日本的中国史研究(６)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

论争(下)»(«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７期),[日]谷川道雄:«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江汉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４期)及«魏晋

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总论»等.
包括这一时期密切参与到论战中的其他重要学者如增渊龙夫、五井直弘、木村正雄,也都是以秦汉乃至秦汉以前的所谓“古

代”中国为其学说的支点而辐射至六朝的.



也对其时代格理论不无嘲谑警惕.而他本人在日后也自感当年的立论“毋宁说使得内藤湖南博士之

卓然高见反而后退了”,为了“反省自己狭隘的界定,尽可能复归先生的高见”,他于１９６９年退官前夕

又写作了«中國古代中世史把握のための一視角»一文①.因此要理解宇都宫本人的中世贵族论,还
是要以此文为归结,而不能以«東洋中世史の領域»为据,尽管后者在历史上的影响更大.这篇论文

更可视为理解第三代贵族论者取向的纲要,值得予以详细评述.
在这篇论文中,宇都宫首先承认了历研派在过去二十年间以“皇帝个别人身支配”来理解秦汉

“古代帝国”的正当性(而这也正与他早年论文中所谓的秦汉时代格相应),而后笔锋一转,指出所谓

皇帝统治、“一君万民”的视角,实际上是只注意到世界的一极,亦即将皇帝之下的民众都简化为一个

个抽象的被统治对象,而无视了其固有的生活状态.汉代民众的生活形态,是以“三族制家庭”为基

本单元②,在此基础上形成宗族乡党,构成乡村.“三老”一类的乡官虽然是皇帝统治下的职衔,但却

是基于乡民中“长老”对于“子弟”的自律性道德才能成立的.作为其根基的“孝”并非法律强制的结

果,而是自律自存的,规制着农业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准则.在宇都宫看来,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

父隐,直在其中”,正表现出乡村共同社会③是自律性的世界,本质上是与律法强权相对立的.这种看

法,显然已经放弃了早年的“时代格”观念,而将自律性视为乡村共同体不分时代,相对于国家权力固

有的性质.相对于孔子,墨子则提倡从个人出发,层叠结合,上至天子;家族只是若干人结合在一起

的“利益社会”集团,而不具备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法家亦将家庭仅视为国家政治机器的最末端.
而汉帝国就是这两种“人之关系”的并存.然而,随着武帝独尊儒术,法家式的国家理念又再度被儒

家礼教取代.而在乡村当中,优先发展起来的豪族对一般农民占据了优势,于是在与皇帝相对的这

一极内部,自行产生了新的关系.乡村的豪族化使汉帝国无法继续贯彻个别人身支配,统治基础崩

溃.上古帝国结束,进入门阀贵族时代.
宇都宫将贵族定义为“豪族中历世担任高官显职的特定家门”,其底盘仍是广大的乡村豪族,从

而将所谓中世的社会构造划分为“门阀贵族 豪族 农民”三层.换言之,社会中最高级最中心的金

字塔尖是贵族,而在其之下更宽厚的社会基础是“称不上门阀的广阔的豪族世界”,“豪族并不仅仅具

有经济上社会上的优势,而且是伦理、艺术、学问性的知识及其实践的核心性的垄断者,在其周边广

泛地存在着文化性的外延.他们作为整体,事实上是时代的主角”.从而,他主张也可将这一时代称

为“门阀豪族体制”.豪族阶层的雅称———包括自称和他称———就是“士大夫”,与之相对的阶层则蔑

称为“庶人”.“这种身份差别,一方面在法律上得到明确区分,同时也逐步被强烈地意识到,最终甚

至被断言为‘先天’即存在的.”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思考的标准包含了国家统制与社会观念两方面的

因素.在官僚问题上,士大夫就拥有这种“先天的”既有权利,其联合体实质上具有官僚的任命权.
皇帝的地位是得到一定数量门阀豪族集团的支持,乃至在“天下士大夫”的共同承认基础上才能确立

的.极端地说,“对皇帝负责”的官僚制,已经不过是“形存实亡”了.
宇都宫的这篇论文,应该说非常富于抽象理论建构的魅力———当然也有过度抽象化的危险,尤

其抽象思辨的问题常常是往一个方向推向极致;此外,豪族是否能简单等同于士大夫也值得商榷.
但更重要的是,这篇文章从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节点,帮助我们看到战后学术一转再转的契机:
历研派因不满贵族论将重心置于贵族,而强调皇帝统治的一贯性.宇都宫因不满这种偏于国家顶层

的单极视角,而要求从民众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固有的“贵族”“豪族”观与这种民众共同体认知结合

８ 文史哲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①

②

③

[日]宇都宫清吉:«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东京:创文社,１９７７年,“后记”第６７３页.
所谓“三族”,包括父母、妻子、兄弟三要素,亦即当时文献常见的“五口之家”.这一学说来自守屋美都雄,不过守屋后来自

己撤回了这一见解,见[日]守屋美都雄:«关于汉代家族形态的考察»,收入氏著«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钱杭、杨晓芬译,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２２９ ２７１页.

“共同社会”,以及下文的“利益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１８５５ １９３６)提出的概念,前者指有机地结合为统一体的社

会,后者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造成的社会.



起来,便自然导向“豪族共同体”构想.这正是一种反动之反动,基于视角上下移动而带来不同的历

史形象.
«中國古代中世史把握のための一視角»一文,是为中世史研究会的论文集«中国中世史研究»而

写的,而中世史研究会正是以他为旗手,以川胜义雄、谷川道雄为中坚,集合了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

的新锐学者,引领了６０年代中世史研究的潮流.１９４８年名古屋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宇都宫从京大

转任名大教授,１９５２年谷川赴名大任其助手,其思想与宇都宫互相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在６０年代

谷川、川胜提出“豪族共同体论”后,六朝贵族制研究进入了新的时代.
(二)作为贵族制论变体的豪族共同体论

谷川道雄(１９２５ ２０１３)和川胜义雄(１９２２ １９８４)同为京都学派东洋史学战后一代的中坚,同时

也是亲密合作的挚友,其学说是在两人长期讨论中形成的,基本可视为一个整体①.如刘俊文先生所

言:“一批名古屋大学出身和京都大学出身的中青年学者,在谷川道雄博士的倡导下,集合而成被人

称为‘观念派’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他们以‘精神史观’为指针,力图通过探讨六朝隋唐社会的支

配者阶层———豪族名望家的文化教养和伦理道德,阐明六朝隋唐贵族制的社会基础,并进而说明中

国社会构造的特质他们的研究立场和结论与宫崎市定等代表的正统京都学派已有明显的差

异.”②谷川、川胜共同研究提出的“豪族共同体论”,作为第三代的特色学说,一直到今天还是各种论

说的对话基础.下面综合二人的阐述作一概括:
汉帝国的长期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生产,各地出现了富裕豪族和贫农之间的阶级分化.如果从抽

象的社会学概念出发,豪族本质上是有向封建制发展的倾向的,但中国中世的豪族却并未能发展到

这种封建割据的状态.这在生态环境上,是由于中国华北地区为森林稀少的开放性地域,干燥平坦,
适宜交通,同时又属于“小型灌溉自然降水农耕地带”,主要依靠小规模灌溉和自然降水进行旱地农

业,这种生态利于大帝国的建设,而不利于封建国家的发展.而社会阶级上的原因则在于存在强势

的自耕农阶层(“乡论”是其力量的反映).豪族无法迫使自耕农完全成为隶属性的农奴,其自身也就

无法成为封建领主,而只能和自耕农一同处在既有阶级差异又互相依存的紧张关系中.而这种农业

构造导致的强力规制,就使得豪族无法向武人封建领主的方向发展,而是吸收了文学学问,向文人贵

族性的方向发展.其与自耕农之间也就形成“指导与信从的精神性伦理性关系”,或曰保护与被保护

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结合,称为“豪族共同体”.贵族是豪族中最有力的部分,他们进入中央,盘踞高

位,但基盘仍然在于广大的豪族共同体中.贵族本质上说是依据乡品(亦即共同体舆论)而得以成立

的,王朝不过是对其加以承认的机关而已.
关于这一理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观察探讨:

１．这一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张广达先生指出“共同体”是来自德国社会学的概念,“用来表示

中国农村社会的不变性质”③.这一来源探索是正确的,但基于本义的说明却可能会引起误解,以为

豪族共同体理论是在用凝固不变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社会.实际上恰好相反.两位当事人都曾在论

文中夫子自道当时的处境:在日本学界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盛行的观念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

式”,即相对于欧洲的五阶段演进模式,亚洲别有一种千年不变的社会形态.名噪一时的魏特夫«东
方专制主义»就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在战后日本也有相当影响.在这种观念下进行的研究,是将中

国视为凝固不变的对象.而从战后至１９５０年代,以历史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一派,则是“将欧洲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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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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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和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梵、李济沧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已分别有侯旭东、徐冲精辟的书评,见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朝村

民的生活世界»“附录二”,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３９７ ４０８页;徐冲:«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评价»,«中华文史论

丛»２００９年第１期.此不赘述,读者可参看.
刘俊文:«日本的中国史研究(７):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续)»,«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８期.
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９８页.



的上古、中世纪、近代的递进发展,看作在中国也同样并行的形态,在此前提下,将其标志性的奴隶

制、农奴制、资本制生产等普遍范畴应用于中国,也就是引用所谓欧洲式世界史的基本法则来理解中

国史发展”.无论是“亚细亚停滞论”还是“五阶段发展史观”,虽然互相抵触,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旗

帜下的口号,在川胜等学者看来,这些基本法则归根到底还是在欧洲式世界史观中抽取出来的,在应

用到中国史自身发展上时无法避免削足适履之弊,今后的研究必须“从中国的社会发展中追求其特

殊的、具体的固有理论”①.因此,共同体理论实际上是当时日本学界对中国史认识过程中艰辛搏斗,
一转再转的思维成果.

２．这一思路是以“贵族 豪族 庶民(农民)”层级构造为支架,吸收了社会学理论、经济史观和生

态史观而展开的,其背后的语境仍是当时无远弗届的马克思主义史观.欧洲古代为使用奴隶生产的

奴隶制社会,到了中古实行的封建农奴制———恰恰日本的前现代社会与欧洲封建社会具有极大的相

似性,也是一种封建农奴式的社会———则是以封建领主对农奴的武力统治为特色的.而当时的“人
民史家”都力图将中国汉唐时代也按照这样的图式去理解.“豪族共同论”的意义正在于指出,在中

国中古的世界里,既非奴隶亦非农奴的自耕农才是社会构造中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力量②.这一点也

许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得不值一提,但我们却不能无视川胜、谷川在那个时代氛围下挣扎突围的努

力,正如侯旭东先生所言:“在４０年前追求搬用欧洲的历史模式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学术大环境下,这
种呼吁与努力具有扭转乾坤的意义.”③

３．豪族共同体论重要的一点特色在于,重视农村共同体中温情的一面,强调统治阶级与被统治

阶级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当时一般观念都是从阶级史观出发看待地方上有权有势的豪族,将其视

为农奴(奴隶/佃农)的统治压迫者(这也正是中国学者倍感亲切的看法).这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当
时风行的韦伯社会学、大冢久雄在经济史学上力倡的共同体理论,以及石母田正等日本史家的论说

都是其思想资源,只是谷川、川胜将其凝练为一套上通下达的学说而已.但是,如果跳出具体论题,
不难发现这样的对立思维本身注定是片面的———好比教师与学生间的关系,究竟是压迫管理,还是

指导关爱? 无论哪一种都不难举出许多例子来加以证明.因此,与其说哪一方的观点是正确的,不
如说,谷川、川胜提出豪族共同体论的历史意义,是揭示了阶级史观掩盖下的历史另一面,亦即豪族

或贵族不仅仅在政治、经济上居于统治性的优位,在现实的共同体社会中他们也必须成为结构中发

挥正面作用的一分子,才能维持此结构的稳定延续,从而保证自身的延续.而这一观念的萌芽,在贵

族制论前辈及日本史研究者的论说中亦早已可见.如下引家永三郎对日本贵族的研究中,很重视的

一点就是,贵族不仅仅是统治阶级,而且是指导阶级,因为他们手握更先进的文化、更充分的资源,比
后进阶级发达得更早更丰富,因此自然居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与贵族同时的平民也好,或者继贵

族文化之后兴起的武家文化也好,都是在贵族文化的护荫滋养下成长的.而宫崎市定也早就断言:
“中世的贵族是政府官员的母胎、文化的中坚,同时也是社会的安定势力.”④

４．共同体理论将贵族制、君主官僚制和封建领主制结合起来,将贵族制(或豪族共同体)视为君

主专制与封建领主制的中间产物.这一思路,如谷川所自言,也是从宫崎市定那里继承来的.宫崎

在在«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中指出,三国至唐代间虽然大致可称为贵族制时代:

　　但也决不能一言以概之,以为凡事都只用贵族制度就能解释透彻.在另一方面,是与之对

立的君主权巍然存在,不断地努力摧毁贵族制,要使其变形为纯粹的官僚制.事实上正是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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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日]川胜义雄:«中国中世史における立場と方法»,«中國人の歴史意識»,东京:平凡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５５ ２５６页.
刘俊文指出,滨口重国在１９５３年已指出春秋战国至清代中国农村生产力的主体都是一般农民,并且西嶋定生的“个别人身

支配论”也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史研究的学派与论争(续)»,«文史知识»１９９２年第８期).然则重视自耕农并非谷川等学者的

新见.但谷川等在回顾学术史时却未见提及此点,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滨口学说的影响,有待考察.
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第４０１页.
[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６４页.



君主权的存在,使贵族制不得不止于贵族制.如果君主权更微弱一些的话,这个贵族制说不定

会成长为更具割据性的封建制度.在当时的社会中确有着看似向封建制推移的倾向.从三国

至唐,封建食邑制之不绝如缕,正透露出这一消息.毋宁说这在本质上是应会出现封建制的社

会,却由于君主权的巍然存在,而只能采取了贵族制这一特殊形态.①

但实际上如果细究其理路,两代学者对“封建制未完成形态”的形成动因寻求解释的方向却恰好

相反.宫崎认为是君主制阻碍了豪族成为真正割据性的封建领主;“豪族共同体论”则认为是小农阶

层力量的强大使豪族无法像欧洲领主那样完全支配他们.这种变化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观察重心

的下移,理论框架从“朝廷 豪族”转移到了“豪族 自耕农”.宫崎等早期贵族论者的视域可以说是

“皇帝 贵族 豪族”,豪族只是被视为地方上的势力主体、孕育贵族的基盘,居于视野的最下层,却并

非探究的主要对象;而到第三代的豪族共同体论,豪族则占据了视野的中心,成为理论成立的指点,
其视域转为“小农 豪族 贵族”,其解释方向自然也就难免南辕北辙.相对而言,历研派的视域是

“皇帝[官僚] 农民/奴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视域则是“人民群众 地主[皇帝、官僚]”.关于

这些视域差异导致的学派对立,我们通过下面的模型可以看得更清楚:

(三)“豪族共同体论”vs“寄生官僚论”
贵族制论第二代的论战对象是以东京为主阵地的历研派,到第三代时,对阵的锋芒则１８０度转

向了西南方.作为历研派成员与其争论历史分期和封建制的重田德,是大阪市立大学的教授;从“门
阀寄生官僚论”角度与之对立的,是长崎大学的矢野主税②,以及立场较为折衷的九州大学教授越智

重明.这一地理上的转变,饶有趣味.其中尤其具有范式对立意味的,是矢野主税独特的“门阀寄生

官僚论”③.
如前所述,“豪族共同体论”是谷川、川胜共同研究的成果,但两人的研究课题有着明确的分工,

川胜以魏晋南朝为主轴,上溯东汉亦即贵族制社会的母胎时期;谷川则主攻北朝史,以探究隋唐帝国

的形成机制.因此学说的提出者虽然是谷川,但就传统意义上的六朝史研究而言,继承了以往论说

主脉的却是川胜,他们与“寄生官僚论”间的论战也主要表现为川胜与矢野的炮火互轰.川胜于１９５０
年发表«シナ中世貴族政治の成立について»一文,在宇都宫清吉和杨联陞的东汉豪族研究基础上,
将魏晋贵族的谱系上溯到汉末清流党人,尤其是颍川、北海两个士大夫集团.矢野则于１９５８年发表

«門閥貴族の系譜試論»,通过统计东汉官僚的贫困生活状况驳斥东汉官僚豪族说,统计后汉至魏晋

官僚家族的传承情况驳斥川胜说,指出西晋官僚谱系无法上溯到汉末,从而提出在每一时代担任高

官的家族乃是由于其与政权紧密合作,从而获取了政治资源,亦即门阀的本质是寄生于王朝官僚体

系上的学说.其后,川胜于１９７０年撰写的长文«貴族社会の成立»中对矢野学说有所回应批判,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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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第三编«餘論»,京都:同朋舍,１９８８年,第５２８页.
矢野主税有时也被理解为从属于东京学派,但就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无论其出身、任职抑或学说脉络,都与东大及历研派看

不出有何关系.望了解情况的先达有以教我.
不过矢野主税本人居于长崎一隅,在学术话语及资源上远不能与京大相抗,因此这一论战远不如历研派论战那样铢两悉

称、影响深远.矢野更多地表现出孤军奋战的独狼形象.



这只是历史过程还原到抽象的一般原则,无法回答六朝时期国家权力和皇帝权威时常处在风雨飘摇

中,如何能给贵族门第提供寄生能量的问题.矢野遂又于１９７２年发表«門閥貴族の系譜試論再説»
一文,继续驳斥川胜的贵族制成立史研究①,并于１９７６年出版了“寄生官僚论”的集成之作«门阀社会

成立史».
相对于豪族共同体论的气魄宏大、思辨色彩浓厚(尤以谷川为甚),矢野的学风更为实证绵密,针

对各种具体论证环节及侧面提出驳论.例如,对于“贵族植根于豪族共同体”观点,他指出:“我认为

门阀贵族的本质说到底是官僚,因此,就算贵族是从豪族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也只有在寄生到了国家

权力中以后,其地位才得以长久延续.归根到底,我无法同意他们之处在于,那种把门阀与豪族看作

相同性质的东西,认为门阀永远都是得到地方乡党的支持,两者间紧密相连的想法.”②可知他并不反

对地方上有所谓豪族社会,但在中央朝廷任官的门阀家族与豪族之间能否如此简单地画上等号,确
实是谷川等学说的薄弱环节.又如对于豪族共同体内部,谷川等虽然已将视点下移,但对“小农”及
“豪族”的理解仍然有抽象的倾向,尤其偏重于“指导、爱护与服从、景仰”这样田园式的美好画面.而

矢野则结合宫川尚志及五井直弘的研究指出,东汉魏晋时期的乡里,既有平和共处的一面,也有豪族

控制小农,垄断舆论的一面,并且,这种和平实际上本身是阶级的体现:豪族与豪族婚姻交往,排斥劣

弱宗族,在对立的豪族和小农内部分别才是和平的③.这实际上也就动摇了豪族共同体的“共同”性.
矢野的研究实际上包含内容相当丰富,对豪族共同体论各个环节的具体击破,在笔者看来相当程度

上确实具有消解其有效性的功力.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研究多是实证性地针对具体表述进行的,因此仍有必要注意:哪怕通过这种

途径攻破了豪族共同体论的具体论证,也只是局限于这一理论,无法对贵族制论本体造成动摇.而

正如以往学界对其介绍中所侧重的,其学说中最根本,也最与贵族制论相冲突的一点,就是他坚持认

为进入中央官界、把持政治权力的六朝门阀本质上是寄生于皇权的官僚,而不是具有自律性的贵族.
而恰恰是这一点,却走向了观念上的对冲,因而也遭到更多的反击.

在将六朝豪族(门阀)视为国家寄生官僚这一点上,矢野与历研派大将堀敏一的立说是很相似

的,这或许也会令人产生他们是一派的印象,然而其观点背后的理路却完全不同.堀敏一是站在从

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这一思想模式中,将唐代视为上古秦汉帝国的调整再造(也就是奴隶制的尾

声),而秦汉帝国时期,皇帝与大臣间具有类似于豪族与家内奴隶那样的附属关系,那么官僚当然只

能是皇权的附属品了.这是典型的历研派思路.相对而言,矢野所论却并无如此宏大的理论色彩,
而是植根于非常微观却在中世史中确实存在的现象.如矢野自言,其基本的理由在于认识到“累世

官僚之家多贫困”,以及«南齐书明帝纪»中“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并穷困私门”一语④.换言

之,失去官职及俸禄后的门阀士族无其他经济来源,乃是他这一理论的核心支点所在.
这一观察本身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事实上中国学者如唐长孺、胡宝国等也注意到六朝贵族多穷

困的现象.意识到这一点,对“六朝士族都是大庄园主”或“奢侈腐化的剥削者”等既定印象,有很好

的纠偏意义.但理论上的一个问题是:贵族是否必定等同于大庄园主、大富豪? 失去薪水便陷于贫

困的,是否就必定不能是贵族? 部分个体在经济上依靠薪水维持,是否就意味着整个集团依附寄生

于政府? 这在各种贵族社会的通例而言,恐怕是难以成立的.盖欧洲一贯以来即有贫穷贵族,如德

瓦尔德所言:“穷贵族一直都有,至少从１２世纪以来就存在”,“无论贵族拥有什么社会优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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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胜二文,后收入«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第一、四章,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２年.矢野二文则收入«门阀社会成立史»序章

及第一章,东京:国书刊行会,１９７６年,第１ ９６页.
[日]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第３７５页.
[日]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第二章,第９７ １３１页.
[日]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绪言”第１页.



他们都不一定是其所在社会中最富有的人”,“穷贵族为数众多,构成了贵族阶层成员的绝大多数”①;
而日本公卿在中世以后更是陷入朝不保夕的悲惨处境,«源氏物语»中也屡屡写到失去朝中有力支持

者后陷入生活困境的古代贵族.身份、血缘上的高贵性与获取特权的合法性,与现实中的个人生存

能力原本就不是等价的.不仅集团、阶层全体不宜从个体境遇来判断其性质,对阶层的判断是否应

从这样的标准来考虑,本身也是值得商榷的.关于这一点,越智重明曾有过很好的表述———在各种

关于贵族制的回顾中,越智往往与矢野一同被提出来作为寄生官僚论的代表者②.然而事实上,越智

重明不仅在各种著作、论文中都自题以“贵族制”,声称自己的研究是在宫川、宫崎的基础上发展的,
并且对矢野的寄生官僚论有过鲜明的批判:

　　汉代的天子与官人间的关系,即便说存在着官人层(官僚层),天子须待其支持方能进行统

治;又即便说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世袭性的高官家族,然而重点在于,官人大体上还是各自有其个

人的出身.此外,所谓乡举里选虽然是儒教在选举方面的一种理想形态,在汉代却并未得到实

行.反过来,在魏晋南朝(尤其魏中期以降),天子却采取了根据乡村社会舆论(乡论)来确定官

人资格的形式.如果在贵族的政治属性上有这些表现的话,那么就算贵族当中有贫困者,有依

靠俸禄来生活者,在本质上也不能说贵族就是寄生官僚吧.更何况,就算是南方的北人贵族,也

有许多是利用其政治权力(换言之,利用其作为官人的特权)成为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呢.③

就此而言,越智绝不能说是矢野的同道,而毋宁说只是贵族制论者中较为强调君主权力的特例.并

且他还表示自己对魏晋南朝贵族制的理解,“一方面与宫崎的理解相通,另一方面与谷川的理解相

通”④.越智所提出的“族门制”学说,将六朝门户分为甲族、次门、后门、三五门等若干等级进行理解,
本质上正是宫崎“金字塔式重层社会”观的强化.

与大陆学界一般印象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论战事实上并未针对六朝贵族制形成真正全面的对

冲.矢野对川胜等的驳论主要集中在东汉三国时期,也就是所谓贵族制社会或门阀社会的成立渊源

问题.并且,矢野、越智的学说都不像历研派那样,从中国史整体脉络上与内藤分期法相对立,而是

作为六朝史学者,与京都学派第三代之间的支流性分歧.这一回的论战双方都认可这一时期是门阀

社会,名门大族是超越个别王朝的社会力量主体,甚至不排斥使用“贵族”这一基本术语进行讨论(矢
野一般使用“门阀”).争论的核心其实只在于一点:门阀得以成立的根本力量,究竟是其自身抑或皇

权.事实上川胜对其的反驳,也主要是从这一基本点对其“思考方式”的抗议⑤,而非具体考证的对

抗.就此点来看,双方的争论其实并不像一般所理解的那么巨大,甚至可以说只是执著于同中之异.
互相的差异对其本人的学说来说可能很重要,也深刻地影响了此后日本中世史学界的基本姿态;但
从更宽泛的贵族制研究而言,却完全不妨将其都包容进自身领域当中.而从逻辑上讲,当时双方的

思维方式都未能避免非此即彼的二元性思维方式,这也许是在时代论战漩涡中难以挣脱的困境吧.
(四)贵族制? 还是官僚制?
时至今日回顾,当时两次大论战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焦点,那就是如何看待皇帝统治及官僚制的

问题.对于皇权,六朝贵族论的一大视点,就是将皇帝视为贵族制下的一环,强调其在贵族阶级中受

到限制的相对无力,弱化其作为国家统治者的方面.而对于官僚,源于内藤湖南而由第三代显著强

化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贵族虽然表现为官僚的形式,但却是“自律”的,不由皇权决定.面对反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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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美]乔纳森德瓦尔德:«欧洲贵族:１４００ １８００»,姜德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４６ ５５页.
这种印象的形成大约与他早年的论说有关,如谷川道雄、川胜义雄都引用他１９６２年的论文«魏西晋贵族制论»的表述,将其

和矢野主税相提并论作为贵族制论的对立面.
[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东京:研文出版,１９８２年,第７页.
[日]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貴族制»,第１１页.
参[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夏日新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 ３５页.



质疑,川胜义雄的一段话代表了豪族共同体论典型的思维方式:

　　在重视中国专制主义国家权力的视角中,隐藏着向所谓“亚细亚停滞论”回归的理论陷阱.
我们不应把国家权力或皇帝支配作为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去把握,而有必要注意从内部支撑及

随着时代的发展使其变化甚至超越的因素.自然,靠拢某一个政权或与其密切地合作,便

能成为高官,反之,疏远或不合作就不能成为高官.这种解释,只不过是提出了一个在人类社会

中,不分东西南北,也不论什么时代都适用的普遍而又稳妥的原则.它不是阐明一定时代特殊

状况的历史性理解,而只是单纯地向一般原则还原,确实只能算是“抽象的形式的”理解.这种

抽象的理解以及满足于这种理解的思维方式,与那个称作“皇帝单方面的统治体制”这种“抽象

的形式的概念”的构想,在本质上是共通的.①

六朝贵族制论是努力在历经二千年不变的皇帝统治的形式下,寻求时代变迁的轴心.这一点,
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努力方向.当然,这一问题如果表述为“贵族(豪族)是否具有自律性”,仍
很难避免进入到纠缠不休的漩涡中.因为这一集团的根源到底来自皇权还是来自更底层的农业共

同体;是作为国家公职的身份更强还是自足独立的色彩更强;皇权对其究竟是决定性的,抑或仅仅是

一种“承认机构”,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是基于学者个人学说体系的差异,很容易变成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何判定一种存在形态及其属性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官僚”的? 也

许应该寻求更具有形态上可观察测量的标准.例如宫崎市定在论述北齐北周之别时,就曾在不意间

有过很好的概括,他指出,北齐延续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后的体制,是接受了魏晋南朝的贵族官制,而
北周却有意识地反对贵族制.其区别在于:

　　北周的官制,将过去的九品改为九命在九命以下有流外的九秩但是,北周这个制

度的特长在于,虽然称为流外,但并非贵族式的流外.也就是说,九命与九秩之间,并没有门阀

的、贵族的流品之贵贱清浊的意味,而只不过是地位的高下,一命以上为士位,九秩为庶人的身

份,但其间并无大的隔断.不以门阀取人而以才能任用官吏,这是北周新制的宗旨.②

有流品,有贵贱清浊,在背后支撑着这种独特的官僚制现象的,仍然是人的贵贱清浊,这就将制度性

的官职与作为贵族的人有机联系在了一起.又如下面还要详细谈到的,家永三郎对日本王朝贵族特

征的概括:

　　这一时代的贵族,从其渊源上来说,不过就是律令时代高级官僚的后身.然而在律令时代

的后期,其官僚性已经逐渐稀薄,到了这个时期,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他们以其尊贵的家

系与作为大庄园领主的经济基础为支撑,转化成了居于私性的支配势力之上的存在.当然,为

了使其地位公权力化,带有律令制官职仍是有必要的,因此在形式上依然延续了律令机构,但实

质上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性质变化.律令时代的贵族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了公性的官僚意识,
与此相比,藤原时代的贵族则完全专注于一家一族之事,几乎完全失去了作为国家官僚的自觉.
这不能不看作是这一转变的结果.③

这与前述宫川尚志所指出的,六朝时代“私”的一面覆压在“公”的一面之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讨

论至此,我们更不由得想起南宋爱国词人陈亮的名句:“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念奴娇登多

景楼»)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正可以涵盖而不囿于“自律性”之类的提法.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士大夫理想,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清思想家口号相比,六朝官僚身上

“为门户计”、“不顾君父”的色彩之强恐怕是无法否认的.在笔者看来,与“自律性”这一概括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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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的成立»,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六朝隋唐»,第４ ５页.
[日]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第一编«绪论»第十八节,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

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９２ ９３页.
[日]家永三郎:«古代貴族の精神»,«岩波书店日本文学史»古代第二卷,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５８年,第３页.



却不免空泛、难以捉到实处也易受攻击的范畴相比,从这些方面(当然还可以探索其他侧面)来优先

把握“贵族官僚”这一范畴,或许是更为有效的.

四、跨文明的底色:从比较角度出发的日本古代贵族制观察

以上费了颇为冗长的篇幅,概观了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的谱系及历次论战的情形.以下将转入

一些对我们而言也许是更根本性、更关心的命题.
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对内藤湖南的这一学说,可能从朴素的观念上就难以理解:明明六朝也有

一个(或几个)皇帝,有一个(或几个)政权在,下边那些人在身份上也都是朝廷的臣民———这样的政

治结构不也是君主专制吗? 与秦汉唐宋元明清有多大的区别? 其他朝代也都有达官贵人,有“统治

阶级”,为什么其他时代不叫贵族制社会,而偏偏要给六朝这么一个特别的待遇①? 田余庆先生可能

是这一立场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在专著和访谈中都曾明确表示不能赞同这一学说,东晋门阀政治只

是漫长中国帝制的一次变态而已,在东晋以后,变态就已逐步回归常态.笔者在这里无意也无能批

评双方得失,只是希望对下面的主题作一思考及提示:内藤湖南何以会对六朝隋唐的这一方面给予

如此高度的重视,用作给时代定性的基本因素? 对中国人而言如此“莫名其妙”的一个命题,又何以

会由日本学者提出,并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②?
川合安曾指出:“在我国学界,使用‘贵族’、‘家格’时,虽可能未必有意,但不可否认其中会有日

本史中贵族意象的投影.”③笔者对此深有同感.而且对该学说的创始人内藤湖南而言,这种投影其

实并非“未必有意”,而是可以确认的.论者过去甚少提到的是,内藤在论述中,有好些处就都引用了

日本古代史上的情形来作为对比,他在«中国中古的文化»中谈到贵族政治的弊端之一是“高官是根

据门第理所当然地得到的,因而不必对天子充满感激之情”,谈到当时财婚问题时指出“当时养育女

儿的家训是嫉妒,其目的就是要妻子控制丈夫”,在«中国近世史»中谈到“君主如果不听从谏诤,可以

撤换之”时,都指出其“与日本的藤原时代也有相同之处”,“在平安时代的贵族中也存在”④.这足以

证明他在讨论相关问题时心中确实有日本古代史的参照坐标在.
追本溯源,“贵族”当然是一个中国文献中的固有词语,不过似未形成为制度化的术语.就六朝

文献来说,大抵指的是高贵的家族,如«魏书世宗纪»“贵族豪门”、«南史谢方明传»“贵族豪士”
等.大约只有«魏书高宗纪»和平四年诏书“然中代以来,贵族之门多不率法今制皇族、师傅、
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工、伎巧、卑姓为婚,犯者加罪”,及«晋书列女传»“若连姻贵族,将
来庶有大益矣”(具体语境中是指汝南周氏)两条,为较有社会史意义上的阶级规定涵义,但也难以确

认这里所说的“贵族”究竟管到哪一级别.并且,“贵族”一语的出现频率应该说相当低,遍检中古史

传,除去重复,不过寥寥数条而已⑤.总体来说,今天所谓六朝贵族制论的核心范畴,很难说是从中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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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据葭森健介的介绍,“在日中两国的魏晋南北朝史学者第一次会聚一堂的１９９２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上,日本的中国史

研究者将‘贵族’一词作为关键词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这是为什么? 这个尖锐的问题被摆到了桌面上,成为中国学者质问日本学者的

一个关键问题”([日]葭森健介:«内藤湖南与京都文化史学»,张学锋译,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
第２１９页).葭森氏并已论述过内藤在日本史研究上同样秉持着“历史从以贵族为中心的时代向以民众为中心的时代发展变化”的
观点(同上,第２２５页),并推论其学问的拓展步调可能是“给平安时期的‘贵族’文化带来深刻影响的隋唐文化,也就应该带有‘贵族

性’的要素”,亦即其认识为“他对日本史的理解在中国史上的投影”(同上,第２５１页).
如学者已意识到的,所谓“唐宋变革”的类似说法并非内藤最早提出,也不专属于日本学界(参见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

宋变革论”»,«学术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１０期).我们对内藤这一学说的重视,毋宁说应当着眼于其论说体系的依据及视角,而非某个泛

泛提法的发明权.
[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贵族制研究»,«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第３０８、３１０、３２５页.
我们习用的“士族”、“世族”、“门阀”、“阀阅”等术语,在六朝文献中同样相当罕见(仇鹿鸣已统计指出“士族”一语不仅少见

而且晚起,见氏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４页).我们今天对六朝史应用的这些基

本范畴体系,可以说都不是“原生态”的.



表述中自然提取出来的.
但在日本史中,“贵族”却是一个常见的基本范畴,从上古一直用到了明治时代.尤其在讨论日

本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奈良、平安朝时,“平安贵族”或“藤原贵族”等范畴可以说是理解这个时代的

关键术语.“贵”和“贵族”并不是后代史家赋予那个时代的概括,而就是古代日本固有的用语.“８
世纪初确立的日本律令制的位阶制度,从正一位至少初位下,共有３０阶,其中三位以上者称为‘贵’,
四、五位者称为‘通贵’,也就是说,五位以上皆被视为贵族.这些五位以上的贵族不仅在经济上、刑
法上享有特权,而且依据他们各自的位阶,其子孙只要满２１岁,就可以自动获得一定的位阶(即所谓

的荫位制),由此确保贵族的子孙能够比较快地升至与父辈同等的地位,以便于贵族阶层的延续.此

外,律令制下的位阶与官职之间基本遵循官位相当制,即官与位之间相对应的关系五位以上的

贵族占据了律令制国家机构的中枢要职”①.从这些基本的概述中,我们已不难看到中日贵族制论之

间的颇多共通之处.这种共通是偶然的、零散的吗? 抑或是具有社会构造、时代阶段意义的整体像?
中国学界熟悉的著名日本史家家永三郎,在这方面留下了两种探骊得珠、富于理论概括力的专

著:«贵族论»和«古代貴族の精神»②,提供给我们比较观察中日古代贵族制的宝贵资源.通过观察一

下日本古代贵族制的形态,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学者会从贵族制的角度去把握六朝,也
有助于我们在更普适性的原理层面理解六朝社会:

１．家永氏指出,日本贵族“无一不须标榜自己为氏姓社会贵族的后裔”,“所谓贵族,并不仅仅是

在现实中拥有尊贵的地位,其要素在于保持尊贵的出身与血统”.亦即与个人的位高权重相比,家族

血缘的尊贵才是贵族地位与自我意识的根源.这与六朝贵族依仗“冢中枯骨”余荫、夸耀家门久远的

表现显然相通,事实上也是人类历史上各种贵族社会所共有的性质.

２．朝廷官职为贵族所独占,日本贵族制子弟不须考试或积累功绩,凭借家门便可于二十岁出头

直接获得相应等级的任官权:“官人的任用升进通常也须考虑氏姓的大小尊卑,因此氏姓阶级的身份

特权也都在律令制度内得到了温存.像这样,前代的贵族都尾大不掉地保留下来,成为了律令国家

的上级官僚.依据选叙令,三位以上者的子孙,以及五位以上者的子孙,在二十一岁后便有以父祖恩

荫而得以无条件叙位的荫位特权;而依据学令,得以进入作为官吏培养机构的大学就学的,除了东西

史部之子外,原则上也是仅限于五位以上者的子孙的.总之在一切的方面,官职都只能为贵族所独

占,被封闭在世袭范围之内.”日本贵族官制有三方面的特征:贵族垄断、自动授官、官品对应家门等

级.这在六朝门阀社会都有很鲜明的表现(连高门子弟二十左右入仕的情形都与日本如出一辙),也
正是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所着重研究的方面.

３．日本贵族同时是在中央朝廷中担任高位的官僚,这与六朝贵族也完全相同.而家永氏针对这

种身份上的兼容性作出了独特的阐释.首先是其特权性:“大化二年发布了改新之诏,在废除氏姓阶

级的土地人民私有权的同时,规定‘以食封赐大夫以上’.从中可以确认律令制官僚将享受特权

视为理所当然的露骨意识.只要存在这一意识,律令国家的官僚便无法只是官僚,而必定会形成贵

族阶级.”“一旦获得了上级官僚的地位,其身份在制度上就可能是世袭的,因而他们也就凭借着世袭

的高级官位和经济特权,得以永久保有了贵族身份.”这一界说综合考虑了政治身份、经济资源和社

会意识等因素:政治经济特权确认了其“贵”;世袭性身份则保证了其为贵“族”而非个人性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从国家到个人,都意识到这种世袭特权,并对这种意识予以承认,而不是加以批判否定,
这与南朝士大夫所谓“士庶之际,实自天隔”正表现出同性质的自我认知.

４．贵族之为贵族而非仅仅是朝廷官僚的第二层理由,在于其身份与理想的自我认同:“律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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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海燕:«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第一章第一节“平安时代‘贵族’的范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页.
«贵族论»为«新日本史讲座古代后期»的一种,东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５９年;«古代貴族の精神»则为«岩波讲座日本文学史

２:古代»的一种,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５８年.



一方面提供给他们贵族特权,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承担作为国家官僚、君主臣子的义务.在这一点

上,律令时代(按:７ １０世纪)的贵族必然在身为贵族的同时,又不能不保持着作为国家官僚的侧

面.”“律令时代的贵族在一定程度上仍保持了公性的官僚意识,与此相比,藤原时代(按:１０ １２世

纪)的贵族则完全专注于一家一族之事,几乎完全失去了作为国家官僚的自觉.”亦即在日本古代史

上,贵族的发展呈现出一条从“半公半私”发展到完全“私”性的轨迹,亦即作为国家公务员的机能逐

步形骸化,公职只作为其谋求家族及本人利益的工具,而非为之贡献自身的目标.执此反观六朝,可
以说整体上并未发展到最后的阶段,中国士大夫始终未曾全体褪去作为基本教养的儒家底色;但在

六朝尤其江左五朝,王谢高门子弟的许多事例中仍可见到这种极端表现,如史书中对“公子简贵,素
不交游”、“遗物事外”、在职不理政务的贵公子形象的书写,乃至所谓“清谈误国”等表现,如果理解为

贵族性具有必然性的发展方向,未尝不能帮助我们更合乎逻辑地理解这些历史人物及表现.

５．贵族处于高低等差社会中,故贵族俯视平民、高等贵族俯视低等贵族:“他们占据着外观上的

高贵地位和狭隘的世界内部,微妙地怀抱着高度发达的文化,安坐于社会的最上层,以轻蔑的眼光俯

视其他阶级的人们.地方上的粗俗平民被视为异类生物,这是不待言的,在最高贵族眼里,就连下级

贵族也不过就是另一世界的存在.”这与裴子野所指摘的六朝“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孙,蔑
令长之室”①情形若合符契.

６．对礼仪、“故事”的高度重视:“他们居于最高身份,恣享荣华只要维持现状就已经足够.
他们不但没有树立新仪、进行革新的心思,毋宁对此是避之则吉的.在公事上确立先例故实哪怕一

举手一投足的违误都被指责为‘有大失’.这毕竟无非就是因为,墨守先例故实,乃是基于惰性而得

以维持的统治地位的象征的缘故.”最后两点作为文化上的表现,也正常见于六朝人物,稍读史书即

知,毋庸烦举事例为证.
以上种种方面,都可看到日本古代王朝贵族与中国中世“贵族”之间的契合身影.两者之间究竟

是否原理性的同质? 还可继续讨论.但日本学界何以会选择了这样的术语和理论来解读中国史上

的六朝士大夫,也许通过这一观察我们已可多少获得理解.正是日本史上固有的这种认知,使得日

本学者在观察中国文明时得以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阶段的特性.当然,跨文明、跨国度的比较常不免

含有“格义”过度、削足适履的危险,但比较性立场却也让我们获得了超越具体个别人事,进行原理性

探测的依据.

五、纠缠于政治史? 贵族制的两种理解模式

无论是面对唐宋变革论,还是作为其重要一环的六朝贵族制论,中国学界似乎都天然地倾向于

从政治史(包括制度史与事件史)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学说.然而,如果从内藤本人的学说出发重新考

虑,将贵族制的意义或适用领域等同于“贵族政治”,则这一解读方向或许从一开始就与学说本旨有

着微妙的异同.福原启郎已注意到,«中国中古的文化»“叙述限于‘文化’这个特定的范畴,它与侧重

政治、社会、经济史等方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贵族制研究趋势不一致”②.事实上,内藤相关论说的

篇题都是标举文化史、时代史为目,“贵族政治”只是其在具体论述中的一个次级范畴.我们有必要

注意到内藤自身所抱有的鲜明文化史观.他并不把政治视为人类历史与社会的核心,而是强调唯有

文化才是人之异于动物之处.在这一观念下,政治非但是无关重要的,而且只不过是应被否定的,争
权夺利的动物性残留而已.他曾露骨地说:

　　世人扰扰,到今天也还热衷于政治,什么事情都可以不管不顾,唯独对政治喧嚣不已.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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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二八引裴子野«宋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第４０３９页.
[日]福原启郎:«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形成的思考方式———通过‹支那中古的文化›的分析»,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

湖南的世界:亚洲再生的思想»,第２５８ ２５９页.



在我看来,政治这种东西,乃是人类生活中原始低等的存在.所谓政治,并不仅仅是人类才有的

东西.政治的核心在于统治,而对“统治”有所理解的决不仅仅是人类.诸如蜂蚁之微,都无不

充分拥有统治权,牛犬之流,也都有高度的统治权.所谓统治,说到底不过也就是动物生活———
用现在的话说———的延长而已.因此在我看来,政治这种东西,不但未见得是人类生活中最重

要的,而且作为动物时代的延续,其实也就不过好比是人类的尾椎骨一样的东西罢了.当初的

贵族,在政治之外还有着多姿多彩的高尚生活.贵族有学问,有艺术,有工艺,有多姿多彩的生

活要素.平民是被统治的一方,君主则是所谓统治的一方,然而却都不得不营最简单的生活.
这既是平民的可悲之处,同时也是君主的极其可悲之处.①

这种观念本身就与一般人,尤其中国固有的史学方向大异其趣.我们也许很难否认直到今天,政治

仍然是最集中地牵动着所有人生活的有力杠杆和核心力量———而且越是政治高度集权的时代,其作

为时代核心的重要性就越难否认.内藤对政治的这种蔑视,与其说是一种历史界说,莫若说是一种

精神取向,期盼历史能从这种政治集权的状况中解放出来,达成人类在文化上的“醇化”、“精粹”生
活.而在这一期待达成之前,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世人扰扰”,除了他以外的一般人是醉心于政治

的.但我们有必要认识到,在内藤的内心中,实际上是非常抗拒从正面意义去理解政治的(他所理解

的“文化”,也是排除政治的).他明确指出,“贵族”对六朝时代而言具有全方位的核心价值,而不仅

限于政治上的观察.如«中国中古的文化»的篇末结语所言:“在六朝时期贵族成为中心在这一

贵族时代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如经学、文学、艺术等等,都具备了这一时代的特征.”②

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内藤仍然将政治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领域来探讨,并使用了“贵族政治的

时代”这种表述.这可以说是此后研究往政治史方向偏移的肇端.而自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

究»问世以后,政治制度史更是压倒性地成为了讨论最集中的分野.宫崎将九品中正之法从讨论“中
正”这一具体职衔的设置与机能中解放出来,在贵族制视野下全面铺开了对这一时代官僚体系的探

讨,这一雄厚的基础无疑激发和便利了其后的研究朝政治史、官制史方向集中.包括越智重明«魏晋

南朝の貴族制»、中村圭尔«六朝贵族制研究»等贵族制论著,其论题便大都是以官制为主,围绕着官

僚体系为焦点展开的.具体的政治史方面,冈崎«魏晋南北朝通史»基本是继承了其师的文明史观,
但作为通史,已经不得不以一半的篇幅叙述了政治上的史事.其后不但相关学者研究或多或少都涉

及于此,更出现了川胜义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研究»、川合安«南朝贵

族制研究»③等专著.川胜所著虽以“社会”研究为题,如前所论他也确实具有从整体社会构造理解六

朝时代的理论思考,但就具体篇章而言,包括曹操军团的构成、东晋贵族制的军事基础、刘宋政权的

成立与寒门武人等,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史课题.事实上,他对豪族和贵族的区分,本身就会自然地

导向政治史研究:

　　豪族未必就是贵族.要成为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更进而成为贵族,非得添加上某种能授予

他们高贵性的东西不可.这种东西就是官位,是由政治权力保证的身份上的高贵性.“豪族”可

以单纯作为社会性的概念来把握.然而“贵族”这一概念中,却加入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极端来

说,“贵族”原本就是政治性的概念.④

可以看到川胜意中的“贵族”,与前期学者的使用已有了相当明显的分歧,其与豪族相区分,而被

限定在与中央政治紧密互动的少数门阀中.要探讨这样的贵族,自然不可能再与政治史分离.这恐

怕代表了战后贵族制论相当典型的一种理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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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日]内藤湖南:«近代中国的文化生活»,«东洋文化史研究»,第１２０页.
[日]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上),第３１１页.
如川合安自言,他就是在自觉意识到“贵族制”这一课题包含了“贵族政治”与“贵族制社会”这两大侧面的前提下选择了“贵

族政治”作为研究对象的([日]川合安:«南朝贵族制研究»,东京:汲古书院,２０１５年,“序论”第３ ４页).
[日]川胜义雄:«六朝貴族制社会の研究»,第４页.



从政治史的角度去理解贵族论,很显著的一个自然倾向就是将焦点集中在中央王朝的高等官僚

身份上,从而将贵族定义为具有中央政治影响力的家族.而这也正是欧美世界士族研究者的主流立

场.由此更出现了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很容易以特定门阀家族作为代表者,着眼于这些家族的兴

衰来论证时代属性.例如南朝后期至唐初,王谢家族显然在大多数时候已经不能占有政治上的实

权,尤其侯景之乱后,旧贵族层已在大乱中分崩离析,这一点即使贵族制论者自身也是认同的,如冈

崎、川胜等都认为贵族制在梁陈之际就告结束.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理解,就会引发一些具有必然性的质问.例如,如果掌权家族不够稳定、掌

权时间不如预想之长久,或权力没有强大到期待值(例如和君主并驾齐驱或凌驾其上),则“贵族制”
是否还成立? 是否应换为其他表述(门阀政治/精英家族/寡头政治等)更为合适? 又例如,掌权的少

数家族衰落后,贵族制是否就告结束? 亦即所谓贵族制时代究竟延续到何时? 但宫崎市定对这一问

题,其实早已预言般地作过答复.他指出:

　　君主的政治权力,时而足以压制贵族,尤其当王朝革命之际,纵使大贵族也会成为政治斗争

的牺牲品而遭灭顶之灾.然而,君主权力尽管能够排除特定的贵族,却无法消灭金字塔型的贵

族群本身.在二三大贵族灭亡之处,随即便会有其他贵族代入补缺,金字塔之为金字塔,依然是

一直屹立不倒的.
就个别的贵族来说,经历南朝灭亡、隋末大乱之际的冲击,走马灯也似变换,部分地新陈代

谢,然而一旦天下安定,和平继续,新的唐朝式贵族的金字塔型便又成立.①

很显然,宫崎市定的解释对象虽然是政治史的,但其解释立场却是社会史的.个别事件、个别人物乃

至家族的兴衰存亡并不是决定性的,在其背后的社会构造是否延续维持、稳定地发挥作用,才是判断

一个时代性质的关键所在.如果认同宫崎市定的这一立场,则仅仅作为这一社会结构在特定时期的

符号的王谢门第是否衰落,王谢子弟是否还能在新朝担任高官(更不必说是否具有实权),实际上都

已是与贵族制理论不相冲突的问题了.
归根到底,宫崎与川胜对“贵族”的理解,实际上代表了两种基本的范式:１．血缘等级制社会中的

上层阶级.２．掌控中央政治的特权家族.这两者在对象上有重合之处,但理解重点及推演方向却完

全不同.宫崎观念中的“贵族”,是一个比少数中央寡头家族庞大得多的社会阶层,从适用人群来说

其实更接近于川胜观念中的“豪族”,而重点则在于强调门阀间高低格差的等级性.
从这一问题点回过头去追本溯源,便会发现内藤湖南从一开始就不是从“若干固定的大贵族或

大家族把持中央权力”的角度,而就是从等级制的角度来理解贵族制度的.他引用«孟子万章下»
所谓“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

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指出在贵族体制下,君主虽然居于最高一级,但却“既非在此等诸

侯之上鹤立鸡群拥有极大权力与地位者”,“也并非是拥有超越百官之上的大势力及优越地位者”②.
并且当时的名门望族“几乎都是超然于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地位的.虽然当时的政治堪称为贵族全体

独占之物,如果不是贵族就不能当官,然而第一流的贵族却未必就会成为天子宰相”③.换言之,最高

的政治权力和最高的贵族个体之间并不是划等号的,“贵族”对“政治”的垄断,是一种对社会集团的

宏观理解,只要这一阶层依然存在,权力依然垄断在这一阶层手中,那么到底是谁,是哪一家族获得

了权力,其实都不影响时代性质.就此而言,宫崎市定确实是内藤湖南的真正继承者.如果一定要

强调掌控了中央政治权力的才是贵族,那么政治权力的失落与否就成为判别贵族乃至贵族制社会的

重要标准,而这显然是有悖于内藤学说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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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宫崎市定:«東洋的近世»三«中國近世の政治»,第６３页.
[日]内藤湖南:«支那论»,转引自[美]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１８６６ １９３４)»,第１９９页.
[日]内藤湖南:«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东洋文化史研究»,第１０４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守屋美都雄以来日、美、中学界针对个别中古家族的实证研究,虽然无疑具有

高度的价值,也更有可能提出别具意义的解读思路,但就讨论“中国中世是贵族制时代”这一命题而

言,其有效性却值得商榷.无论有多少大族被论证为在某时期兴起或衰落了,都无法证否(或证明)
贵族论者的这一命题.这两种思路毋宁说是平行不悖的.如果以此命题为中心,也许更应当讨论的

是:中古时代是否确实存在过这种血缘性的身份等级制度并在社会中发挥了中坚作用? 如果是肯定

的,则其与其他时代是否有本质的不同? 窃以为这才是判定所谓六朝贵族制论是否成立的要害

所在.
不能说走向政治史、制度史研究的贵族制论是有问题的,恰恰相反,它开拓了恐怕内藤自身都未

能清晰探究的新天地,应当视为贵族制研究的充实发展.但反过来,如果执著于政治史的视域,用于

评价六朝贵族制论,则未免有过度狭隘的嫌疑,而这种立场更不能用于评价内藤最初倡导这一学说

的本旨.就笔者个人的观感而言,如果执著于政治史的视角,一定要为中世各种事件和个别职名都

找出“贵族”影子,加上“贵族”帽子,实际上是六朝贵族制论的最弱一环.因为政治尤其中央政治的

相关行动者,总是以官僚身份出现的.无论怎样透视其背后的贵族属性,强调其自律性之类的“本
质”,也无法抹杀皇权下的官僚体制在其间的显著作用力.自贵族论者第二、三代以后,对这一方向

的执著努力,往往不免令人惜其用力多而成功少.如川合安所指出的,像唐代门下省的封驳权是否

代表贵族意志之类提法,就连贵族论者内部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有些与内藤湖南已是貌合神离①.归

根到底,六朝贵族制论在狭义政治史上的论述,往往无法成为排他性的史实解释,而只是对皇帝官僚

制立场的一种视角转换与互补.六朝时期的皇帝只是贵族阶层中的一个机关,抑或贵族仍是皇帝属

下的臣子,不过是事情的一体两面.如果回到内藤提出六朝贵族论的原意,也不过就是基于对贵族

阶层这一居于皇帝与庶民间的庞大力量的意识,对比宋代以后贵族消亡、皇帝与平民间彻底悬隔的

状态,将皇帝视为最高位置的贵族而已.他并未否认皇帝的存在,也并未否认皇权仍是贵族社会中

地位最高的一个单元.因此归根到底,贵族制论在政治史中当然可以、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其

意义毋宁说更在于提醒史家注意到这一时期“官僚”所具有作为“贵族”乃至“豪族”的“自律性”,以及

其介于皇权与庶民之间承担的枢纽作用和力学功能,而不在于,也无法否定皇帝统治的一贯存在.
这两种视角完全应该可以融合齐观,在观察动态的具体人物、史事时合宜运用.

六、贵族制论的舞台:政治史? 文化史? 时代史?

在政治史之外,从社会文化史,尤其思想史、文艺史的角度,六朝贵族论却有着皇帝官僚制视角

所无法提供的重大长处,那就是对整体时代史性质的把握力.日本后来的贵族制论史家往往迷于此

点,未免予人多歧亡羊之感.当然,在其中也有若干游离或超越于政治史思路之外的论著,虽然未能

像«九品官人法の研究»那样提供完美的范式,但作为具有潜力的学术方向,则值得专门作一评述.
事实上,在«概括性的唐宋时代观»中早就论及,但在史学界或许只是作为贵族政治及经济史的

一点尾巴来附带阅读的,就是内藤湖南在该篇后半所论述的学术、文学、音乐、美术各方面的唐宋变

革.他指出,学问上汉魏六朝是重家法、师法的注疏之学,唐中期后开始自出新解;文学上流行骈体

文、五言诗,唐宋开始则变为形式自由的诗词散文、形式复杂的戏剧、自由表现的俗语,“贵族性文学

就骤然一变,朝往庶民性文学的方向发展了”;绘画上盛行壁画,以彩色为主流,是用于装饰宏伟建筑

物的“贵族的道具”,“画的意义不过在于说明事件而已”,五代以后则水墨画、卷轴装兴起,平民之流

亦可随身携带欣赏;音乐上以舞乐为主,“尤其与贵族性的仪式相适应”,宋以后则模拟物象,迎合底

层平民的趣味.以上变迁大势的勾勒虽然主旨在于阐述唐宋变革,但其主线仍然紧扣“贵族文化”向
“平民文化”的转变,虽然语焉不详,但每一点都带出来那个时代一个完整侧面的速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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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以后,由于前述理由,在这一方向的发展显著弱于政治社会史的讨论.最有代表性的论著,
当数森三树三郎(１９０９ １９８６)«六朝士大夫の精神»和吉川忠夫(１９３７ )«六朝精神史研究».与前述

出身于东洋史学科的学者谱系不同,森毕业于京都大学支那哲学科,是思想史的路数.如前所言,内
藤、冈崎对东汉魏晋社会的理解,都有浓厚的文化史观或曰文明史的色彩,但这与从思想内部去理解

所谓贵族的世界,仍然不是一回事.森此书开宗明义认同六朝士大夫的贵族性、豪族性,但与当时从

土地贵族、财产贵族角度的一般理解相比,他强调六朝士大夫乃是官职贵族和教养贵族.换言之,所
谓大土地所有往往是其获得官职以后的结果.又因为贵族任官多半是由其家门先决的,故士大夫社

会具有“私”的秩序,他们虽然热衷于官位,却对政治漠不关心(这与前述宫川、家永所论显然相通),
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学问世界中去求取人生意义.这种身居高位而对政治关心衰退、明哲保身的特

性,导致其清高而失去行动力.在吉川书的序章«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作者指出“在宋代以

后,士大夫和庶民之间的关系是流动性极大的;与之相较,以出身门第为存在原理的六朝士大夫自然

而然地就倾向于形成排他性、封锁性的社会.之所以文学的创作,哲学的谈论,都往往以在宫廷、贵
族的沙龙乃至于特殊限定的狭小圈子为中心,其原因正当亦在于此”①.这里所谓排他性、封锁性的

社会构造,显然渊源自其师宫崎市定所阐发的金字塔式等级社会,而吉川敏锐地将其扩展用于解释

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表现.六朝大兴的骈文也是与贵族精英的知识自矜相适应而产生———这又是继

承了内藤之说的发挥.值得指出的是,中村圭尔已试图借助这两部著作中对中世贵族心态、精神的

讨论来观察当时人的任官逻辑②,这指示出政治史、官制史并非与文化史心态史截然分途,而是具有

内在关联的,完全可能共同构成整体时代理解.
文学方面,作为贵族制论的大本营,京都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反而几乎未出现相关的回应之作.

吉川幸次郎虽然赞同贵族论,但其学说路数却完全上接乃师狩野直喜,走的是经典注疏和文艺分析

的路子,而非对文学史作结合外部环境的框架构建.京都学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中国本土学界

交往甚密,受影响甚深,这可能也减弱了他们从身边的史学领域汲取营养的动力.相较而言,反而是

非京都学人更有从事于此的热情,九州大学冈村繁撰有«六朝贵族文人的怯懦和虚荣———关于“清
谈”»一文,试图从九品官人法造就门第社会的角度阐述魏晋文人的软弱与虚荣气质,进而探讨东晋

文学走向玄理化的原因.东京方面,石川忠久及其弟子佐藤正光、矢岛美都子等则受到«九品官人法

の研究»的深刻影响,试图将贵族社会论应用于陶渊明、谢朓、庾信等六朝文人研究中.但总体来说,
这些尝试多半有些生硬,往往是在对人物的研究或原理分析上较为得心应手,一旦落实到文学表现

上便又回到分析鉴赏作品的老路上去了.“贵族论”只成了套在文学研究身上的一件外衣.
综合以上论著,可以看到其成绩,但更多的是不足,显得零碎甚至牵强.虽然也各具风采,但整

体而言无论广度深度都未能超出内藤当年所论,不能不令人遗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

个方向与战后史学主流大异其趣.对马克思主义史家而言,哪怕是用“贵族”这样非经济基础、土地

所有形态的范畴来讨论政治史、社会史,都已不足与论把握历史本质了,更遑言“心态”、“精神”云云.
可以想见在那样的氛围中,思想史、文化史实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土壤.其成果的丰厚深入无法与政

治史、官制史相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表示贵族制论在文化史、艺术史领域就是无用武之地的.事实恐怕恰恰相反,以往

研究的贫弱留下了更富于挑战的课题.与受限于权力和制度的官僚制、政治史研究相比,“文化”是
由个体的人来承担,来创造的.而如前所述,贵族论最初从内藤脑中起步时,正是从“中世人丰富多

彩的生活”这一原点出发来思考问题的.人被既定的社会构造所约束,又在社会中努力发展、改造社

会.“贵族”与“贵族制”的互动是超越了上层权力世界而辐射至全时代的.如果跳出六朝,打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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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从中日乃至世界共通的视角予以比较观察,则前揭论著仍然给我们提供了具有指引性的思考方

向.家永三郎曾引清少纳言«枕草子»中的名句“不相称之事:小人之家降雪,或月光洒入,为可惜

也”,指出极其重要的一点:

　　与民众显著隔离的这一时代的贵族,醉心于夸耀自己的高贵地位,不必说对一般人民的特

权意识,就是贵族内部,阶层的上下之分也极其敏感.
不论是风花雪月的审美情趣,还是这种情趣中所产生的艺术之美,在她看来都不应与“小

人”有关,而是仅限于贵族的特权世界内部的.①

在身处森严等级的贵族眼中,宇宙万物的秩序都以等级为依归,他们所见的美与自然亦不外如是.
由具有这种世界理解模式的人来推动的历史,与今天的差异应是一目了然的吧.而在贵族视寒门若

草芥的同时,低等的武士对贵族文化亦怀抱着“憧憬与警戒并存”的心理,“贵贱”“清浊”成为人与人、
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亲疏好恶的基准:“源赖朝责备筑后权守俊兼重迭十余领小袖便服使之重色的

行为,训诫其应切去小袖下裾,‘若常胤实平者,清浊不分之武士耳各衣服以下,当用粗品,不好

美丽’这意味着赖朝认识到贵族性的文化价值与武士性的文化价值在原理上有所不同,主张作

为武士,理应舍弃前者而追随后者.然而即使是面对着贵族文化的浸染,拥护武士文化的赖朝其人,
也屡屡将京都的文化人士招揽到镰仓,丰厚接待.”②与之相较,南朝亦有著名的轶事:陈显达烧其子

麈尾,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③,其背后正有共同的心态.以２１世纪人的思维方式,是无法对此

作出圆满解读的.这样的互观让我们看到,贵族制对合乎逻辑地理解那个独特时代的人物心态及行

动,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
家永三郎进而提炼出贵族文化的四项重要特色:

１．特权性(非民众性).如上举«枕草子»之例.“这种阶级上的封闭性,同时是与中央都市相对于

地方农村的封闭性联结在一起的.”④故家永又进而提出与特权性相关联的都市性,也就是非农村性.

２．消费性(非生产性).这表现在:(１)与生计艰苦及劳动者的心情脱离;(２)大量采用消费性生

活的题材.即使与生产相关者也只是从“田间看樱花”式的游民视角来描写.

３．自给自足性(非商品性).“贵族文化的相关文化能力,被要求作为贵族的教养,而在现实中,
这种文化上有才能的人才确实在贵族内部如云辈出.至少在和歌、物语、书道等领域,应当称为‘职
业作家’的人物是不存在的.”家永进一步指出,贵族虽非职业的匠人,但却具备指导职业专家的高度

能力,“绘画也好汉学也好宗教也好,不少贵族男女是有着不输于专门画师、博士和僧侣的专门教养

的.”⑤这一点,与颜之推感叹王褒入北为人书碑之事完全相通,也是目前文学界观察中古文学、文人

最关心的前沿视点之一,即从现代色彩浓厚的“作家”论转入完整的古代士大夫知识构造、所处环境

及其书写产品的解读.
与此相比,庶民文化在职业化、商业化上的发展无疑是显著的.因此家永又由此得出一个重要

的论断:“町人文化和现代文化基于其商品性,必然不得不迎合消费者、需求者,并且需求者的文化能

力通常比生产者要来得低劣,因此文化也就自然不免于低俗化的倾向.而与之相反,对自给自足的

贵族文化来说,贵族自身的文化能力的最高水准,同时也就是文化的一般水准,其间并不存在差距.
不管是町人文化还是市民文化,都往往可见低俗化的倾向,而贵族文化却能免于此弊,其理由正在于

此.”⑥结合１、３两点,家永进而提出“私性,也就是非公共性”.即贵族文化是基于封闭性的特权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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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了该阶级自身(而不是外在于创造者的消费群)而创造的,故其一切都是为了自身的享受悦乐,
故能精益求精,超越现实的功利目的.

４．高度(性).即贵族由于吸收了大陆外来的先进文明而获得的文化先天高度.这一点与中国

显著不同.家永进而提出精炼性,也就是非粗野性.
显然,从日本贵族文化提炼出来的这几种特色,有其自身历史环境中的特性,但更引人注目的是

其与六朝文化的共通之处.此外,史学巨匠津田左右吉的名著«文學に現はれたる國民思想の研究»,
第一册就是«貴族文学の時代»,其中也早已指出以下与“贵族制”、“贵族性”密切关涉的文化事象:

１．“(贵族文学)处在非以语言诉于公众之耳,而是以文字传写的条件中,而印刷术又尚未开创,
就连文字也限于受过特殊教育者之间,则文学与一般民众遥远绝缘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在这个

财富与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时代,贵族性文化的舞台就是都府,因此当时的文化又是都会性的.”①宇文

所安«初唐诗»指出,直到唐代前期,文学仍然是“都城性”的,与此恰相呼应.当然,也有差异,日本古

代都城与地方之间的发展差距绝大(略似法国之巴黎与外省),一旦被放出都即等同于排出贵族圈

外;而中国早经东周秦汉各国都邑的大发展,故国都之外仍有若干大都市可供文化活动之需.但这

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六朝隋唐文化之辐凑于京城,是显然的事实.

２．“贵族性、都会性文化,又自然使得贵族都城人士的生活成为私人性、室内性的无论是事

业上还是娱乐上,野外性、公共性的方面都发展不起来即便将吉野的山水看作桃源、视若天台,
游宴度日,驱驰于诗酒间,也不过是将宫廷生活转移于山美水清之处而已.”②

３．“在当时的政府中,比起实务处理的能力来,能为仪式增华的美好仪容,以及优雅的言行举止

才是必要的,而这正是贵族与生俱来的特长.”③关于这一点,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贵族与庶民之间的仪

态举止是有截然区分的,中国东晋南北朝所在事例多有,而日本古代也同样如此.
像上举这些事象,在平民时代的今日看来有许多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只是将其作为历史

上过去的一种影像来接受,那当然无需追问其何以如此;但作为同一地域乃至同一文明的先后延续,
何以从那个时代到今天呈现出如此不同的样相? 人们何以会在如此陌生的逻辑驱动下言行,制造出

符合他们生活理性的历史结果? 如果要对此获得整体性、原理性的解答,在笔者看来,贵族制论仍是

至今最有效的一种解释思路.在贯通性地观照整个中世时代的意义上,这一思路仍有广阔的空间有

待开展.而这种思路,一开始就是在跨国度的比较史视野下展开的,在将来也将具有跨越不同文明

和历史时期的普遍适用价值.它所能够、所应当活跃的舞台,应当远远超越狭义的政治史领域,而是

具备着作为一种基本原理而构筑、塑造了那个时代与非贵族制时代在种种方面不同风貌的、整体的

时代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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