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象的解放与对现代的质询
—
——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一点再思考

［文 ／ 汪 晖 ］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作者的四卷本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总结。文章对书中
涉及的帝国—国家、封建—郡县、礼乐—制度等二元对立范畴、历史中的“连续性与断裂”
及“时势”概念、科学世界观和民族主义知识等问题进行了细致阐释和反思。作者强调： 在
思想史研究中， 需要将过去的思想世界从观察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 使之成为一种思
想的视野， 用以观察和反思我们置身其间的现代世界和知识状况。

Ａｂｓ 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ｅｔｒａ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Ｒｉｓ 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 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ｆｏｃｕｓ ｅｓ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ｓ ｅ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 ｓ ｔａｔ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
——“ ｃｏｎｔｉ－
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ｊｕｎｘｉａｎ ｚｈｉ） ａｎｄ ｆｅｕｄａｌ ｓ ｙｓ ｔｅｍ （ ｆｅｎｇｊｉａｎ ｚｈｉ） ， ｒｉｔｅｓ ／ｍｕｓ 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ｉｎ ｈｉｓ 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 ｓ ｈｉｓ ｈｉ） ；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ｏｆ
ｓ 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ｔ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ｓ 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ｏｕｒ ｏｂｓ 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ｔ ｉｎｔｏ ａ
ｐｅｒｓ 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ｓ 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ｏｕｒｓ ．

在中国历史研究中， 人们经常对用于描述历史现象的概念和范畴以及相关的研究范
式产生疑虑。这些疑虑主要集中在两点： 首先是对理论范畴和社会科学范式能否有效地
描述和解释历史现象的疑虑， 例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就曾发生过
有关能否用市民社会（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这一概念描述中国历史中的类似现象的争论； 其次是
对西方概念和范畴在解释中国现象时的有效性的疑虑， 例如我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第一卷中有关西方思想中的“帝国—国家”二元论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衍生的质疑。由于
这些问题经常被放在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之间的二元关系中加以检讨， 问题的尖锐性反
而由于被化约为所谓“西方—本土”或“普遍—特殊”的矛盾而失去了理论意义。也正是与
上述两重疑虑相关， 许多历史学者致力于激活传统范畴以解释历史现象。在我看来， 单纯
地依赖传统概念和范畴并不必然保障解释的有效性， 因为这些概念和范畴往往是在现代
思想和理论的烛照之下才显示出意义的 ； 也因为如此， 尽管我们需要对理论概念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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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范畴的运用保持审慎的态度（ 历史化的态度） ， 但这些概念和范畴的运用本身仍然是
不可避免的。要想让上述质疑的合理性获得真正的理论意义， 就必须突破那种“西方—本
土”、
“ 普遍—特殊”的二元论， 重新思考历史与理论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这篇文章中， 我试图结合《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涉及的相关问题， 对中国思
想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三组概念 ： 帝国与国家 、
封建与郡县 、礼乐与制度
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 我提到三组涉及政治制度的概念。第一组概念是产生
于西方思想的帝国和国家。在有关中国的历史研究中， 存在着两组有所不同但又相互联
系的理解框架， 一种将中国理解为一个与西方近代国家相对立或形成对照的帝国（ 或者
文明， 或者大陆） ， 而另一种则认为中国历史中早已出现了一种以郡县制为内核的早期民
族国家。这两种表述相互对立， 但都是从欧洲近代思想中的帝国—国家二元论发展而来。
不过， 我在批评帝国—国家二元论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弃帝国或者国家的概念 ， 而是
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综合两种叙述中揭示出的中国历史的一些特点。第二组概念是中国
传统的郡县和封建， 这是中国历史中相当古老的范畴。在讨论宋代至清代儒学的时候， 凡
涉及具体政治解释的时候， 我很少使用帝国或国家的概念， 而是从儒学家们或士大夫们
使用较多的范畴即郡县和封建着眼。比如在解释宋代天理之成立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了
围绕着郡县和封建问题展开的儒学辩论， 并力图从这个儒学辩论的内在问题着眼来分析
历史变迁。第三组概念则是更为古老的礼乐与制度（ 先秦文献中为“制”， 后来发展为“制
度”
） 。在解释宋代的时候， 我讲到礼乐和制度的分化， 但我不是一般意义地将礼乐与制度
作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描述性范畴加以运用， 而是将这一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置于宋代道学
和史学的视野内部， 从而让这一表面看来的客观历史叙述同时变成了一个历史判断或价
值判断的领域。
让我从最后一组概念谈起。对于先秦儒者而言， 礼乐与制度具有相互重叠的关系， 但
宋代儒者却以不同方式将两者区分开来， 进而发展出“礼乐与制度的分化”这一命题， 用
于对历史的描述， 即“三代之治”是礼乐与制度完全合一的时代， 而后世制度却与礼乐的
世界之间产生了分离和隔绝。因此， 礼乐与制度的区分本身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命题。由于
宋代儒者用礼乐来描述古代的封建， 用制度说明后世的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国家， 从
而礼乐与制度的区分密切地联系着有关郡县和封建的政治思考， 尤其是从这种思考出发
展开的对当下政治的判断。宋儒力图在日常生活层面恢复宗法、井田、封建等三代之治的
具体内容， 但这种复归古制的行动不能单纯地被看作是复古， 而必须置于对于科举制度
和郡县体制的正规化的批判性的理解之中才能被理解； 他们反对科举， 但没有简单地要
求恢复古代的选举， 而是要在新的语境中对科举制度加以限制和补充； 他们倡导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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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度， 目的是对抗唐代后期开始实施的两税法及其后果， 但并不认为宋代社会必须
重新回到井田制度之中； 他们参与恢复宗法的实践， 以对抗唐代以后谱牒散落、政治制度
愈益形式化的历史状态， 但也并不认为整个政治制度必须向古代分封的方向发展， 毋宁
是承认以皇权为中心的郡县制度的合法性的。复归古制是为了批评新制， 但这个批评不
是全盘否定， 而是基于对时势的判断， 要求在郡县的框架下吸纳封建的要素， 进而改革当
前的政治制度。在这个意义上， 宋代道学虽然畅谈天道、天理、心性等比较抽象的哲学—
伦理学范畴， 但透过他们对于礼乐与制度的分化的历史叙述，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道学
思想中所深含的政治性思考。离开了郡县和封建的理念及其历史观， 我们不能解释道学
或理学的政治性； 离开了这种政治 ／历史关系， 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宋儒对于天理的范
畴如此用心。通过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对比， 以及封建与郡县、井
田与均田、学校与科举等等的辩证对立， 天理世界观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历史动力便内在
地呈现出来了。
从北宋到南宋， 道学家们的思考逐渐地集中到了天理这一范畴上， 从而形成了后来
称之为理学的儒学形态。天理概念看起来是很抽象的， 与这直接相关的概念如理、气、心、
性以及格物致知等论题， 也与先秦、汉唐时代的儒学关心的问题有所区别。许多受欧洲近
代哲学影响的人立刻在本体论、实在论和认识论的框架中对宋代思想进行哲学分析， 在
我看来， 这个方法本身是外在的， 是按照欧洲哲学的范畴、概念和框架建立起来的解释体
系。与此同时， 许多学者出于对这种观念史方法的不满， 试图对思想史做社会史的解释，
这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就像我在前面说过的， 社会史分析的那些基本范畴是从近代社会
科学中产生出来的， 比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范畴及其分类， 是近代知识和社会分
类的产物。当我们把许多历史现象放置在经济、政治或文化的范畴之内的时候， 我们失去
的是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 以及从那个时代的内在视野出发反思地观察我们自身的知
识、信念和世界观的机会。在我的研究中， 天理的世界观不是一个简单的抽象， 通过追问
为什么在宋代的特定语境中天理范畴成为一个新型世界观的中心范畴， 以及哪些人提出
这一范畴， 这一范畴在怎样的条件下被具体化和抽象化， 我力图在抽象的范畴与社会演
化之间找到内在的联系。在这里， 有一个中间的环节， 就是通过分析宋学内部的形而上范
畴——
—如天理——
—与宋代思想提出的那些直接的社会性命题之间的关系， 重新接近宋儒
视野中的历史变迁和价值判断。
但是， 如何建立这种关系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只是将天理或气、性或
格物致知等概念或命题放置在一种经济史、社会史或政治史的叙述之上， 我们不但会将
复杂的观念问题化约为经济、政治或军事问题， 而且也忽略了被我们归纳在经济、政治、
军事或社会范畴内的那些现象在古代思想世界中的意义。因此， 我们需要将这些观念放
置在特定的世界观内部进行观察， 并从这一世界观的内在视野出发解释那些被现代人归
纳在政治、经济、军事或其他范畴中的现象及其与天理等范畴之间的关系。我一开始就从
欧阳修和几个史学家的历史叙述当中寻找切入点， 特别是历史写作中的三代以上和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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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区分， 在我看来， 这个区分并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历史陈述， 而且是在儒学内在视
野中展开的历史过程，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宋儒的政治理想在历史叙述中的展开。宋代儒
者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辩论经常涉及封建与郡县、井田制与两税法、选举与科举等问
题， 每一组命题又被放置在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 或汉唐之法） 的历史叙述之中。在现代
知识的架构下， 我们可以把这些有关封建与郡县、井田与两税法、选举与科举的问题放置
在政治史和经济史的解释方式之中加以处理， 但考虑到我在前面所说的“内在视野”问
题， 我们不能不追问： 封建制或郡县制、井田制或两税法、选举制或科举制的问题在儒者
有关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历史叙述中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意义呢 ？ 这些问题是政治问
题、经济问题或制度问题， 但在儒学的视野中， 这些对 立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和三代以上 ／
三代以下的历史区分、
“ 礼乐与制度的历史分化”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意义上， 政治不能简
单地用政治这个范畴来表述， 经济也不能用经济这个范畴来表述， 因为两税法的问题、井
田制的问题、宗法的问题、皇权的问题、科举制的问题， 是在封建的理念、三代的理念、礼
乐论的内在框架中展开出来的， 它们的意义无法简单地归结为现代社会科学所说的制度
问题。如果把宋代天理观的诞生与宋儒的历史观联系起来观察， 我们就可以发现天理在
儒学世界中的地位的上升是和他们对于历史变迁的观察密切相关的： 三代以上是礼乐的
世界， 道德、伦理与礼乐、自然完全一体化， 对道德的叙述与对礼乐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并不需要一个超离于礼乐范畴的本体提供道德根源； 而三代以下是一个经历了“礼
乐与制度的分化”的世界， 即现实的制度本身已经不能像礼乐那样提供道德根源， 对制度
的陈述并不能等同与对道德的陈述， 从而关于道德的论述必须诉诸于一个超越于这个现
实世界的本体。这个分化的过程也体现在“物”这一范畴的转化之上： 在礼乐的世界里， 物
既是万物之物， 又代表着礼乐的规范， 从而物 与理 是 完 全 统 一 的 ； 而 在 宋 儒 置 身 的 世 界
里， 礼乐已经退化为制度， 即不具有道德内涵的物质性的或功能性的关系， 从而“物”在礼
乐世界中所具备的道德含义也完全蜕化了， 只有通过格物的实践才能呈现“理”。
正由于此， 理解天理的诞生离不开儒者对于历史变迁的理解。我在书中特别地展开
了对于“时势”这一范畴的分析， 因为中国的历史意识或者说儒学的历史意识与此有特殊
的关联。近代西方思想的一个核心范畴是时间， 直线进化的、目的论的、匀质空洞的时间。

１９ 世纪的欧洲经历了一个历史观的转变， 其实这个转变就是历史范畴与时间范畴获得
了内在的一致性， 目的论就是通过这两者的结合而被赋予历史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
起》的导论部分对黑格尔主义的批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现代民族主义叙述也是
在这个时间的认识论中展开的， 民族主体就是依赖这个认识论的构架建立起来的。用“时
势”这一概念就是为了重构历史叙述的认识框架。在儒学的视野内， 与时间概念一样，“ 时
势”的意识也是和历史观、历史意识相关的， 但它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空洞的概念； 它
是对历史变化的自然展开过程及其内部动力的叙述， 这个自然展开过程本身并不依循什
么目的； 目的的问题存在于置身变化之中的人对于价值（ 天理、礼乐、三代等等） 的寻求，
从而天理、礼乐、三代之治等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实践内部。
“时势”的问题在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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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中变得非常内在（“理势”概念就体现了这一转向内在的取向） 又非常重要， 但它并
不仅仅依存于宋学， 我们在顾炎武、章学诚的经学和史学中都能够找到这一历史观的不
同的展现方式。
和其他的范畴一样，“ 势”也是很早就有的概念， 但无论是“时势”的问题， 还是“理势”
的问题， 在宋代思想中具有特别的一些意义。道学家们考虑到整个的社会变化或历史变
化， 特别地讨论了所谓的礼乐和制度的分化， 他们不是简单地在两者之间加以褒贬， 而是
将这个分化看成是历史变迁的后果。宋儒一边追慕三代的礼乐， 一边高举天理之大旗， 为
什么复归古制的诉求又转化到抽象的天理之上并落实在个人的道德实践之中呢？ 没有一
种历史的看法， 这两者就无法真正衔接起来。在这里， 礼乐和制度的分化确实不是宋儒自
己的表述， 而是我从他们的各种表述中归纳而来， 所谓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的区分不正
是他们的基本的历史看法吗？ 我的这个归纳也受到钱穆和陈寅恪两位先生在解释隋唐史
时就礼乐与制度的不同观点的影响。不过， 在我的解释中，“ 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与他们讨
论的具体语境是完全不同的。钱穆指责陈寅恪在分析唐代历史时对礼乐与制度混而不
分， 造成了问题， 他批评陈先生把本来应该归到礼乐当中的东西都归为制度了。
但是， 我们也可以问， 先秦的时候也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界限， 那么， 钱穆先生的这
个二元性的看法是从哪儿产生出来的呢？ 从相反的方面说， 在宋代以后的语境中， 礼乐与
制度被看成是两个相互区别的范畴， 陈寅恪为什么在解释中古史时要混而不分呢？ 我们
知道陈先生对宋代及其理念有很深的认同 ， 他是一个史学家， 但正像中国古代的历史叙
述本身包含了历史理念一样， 陈先生的叙述不会没有他的理念在里面的。要求将两者区
分开来或将两者混而不分， 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在史学写作中， 人们往往把礼乐与
制度的分化看成一个历史的事实并加以展开， 在南北朝或隋唐历史研究中， 这个区分也
许是必要的； 然而， 无论是陈先生的混而不分， 还是钱先生的分而述之， 都是在宋代以后
有关历史变迁的视野中产生出的历史观。礼乐与制度可以是混而不分的， 而在一定的时
期又必须分而治之， 为什么？ 从儒学的传统看， 这个分与合的辩证与儒学、特别是孔子有
关礼崩乐坏的表述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 礼乐与制度的分化不是一般的历史
事实问题， 而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 一个从什么角度、视野和价值出发叙述历史的问题；
我们可以把它表述为一个历史过程， 但同时必须了解这个历史过程是从特定视野出发展
开的历史判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 宋儒恢复宗法和井田的实践、批判科举和严刑峻法的
论述， 都包含了一种以三代礼乐判断郡县制下的新的制度性实践的含义。三代以上与三
代以下的区分， 礼乐与制度的对立， 由此也就获得了它们的直接政治性； 这种政治性不是
平铺直叙地展开的， 而是通过天理世界观的建立在更为深广的视野内展开的。
在我看来， 当我们从这样一个植根于儒学的历史视野出发展开天理之成立、展开那
些被当代史家放置在经济史、政治制度史、文化史或哲学史范畴中的问题时， 我们也就是
从一个内在的视野中诠释历史。在这个视野中， 我们今天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范畴的那
些问题， 在另一个历史语境中是不能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问题来解释的， 例如， 郡县、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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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等等概念在儒学世界中是一个有着内在完整性的思想世界的有机部分， 只有通过这个
思想世界， 现实世界及其变化才被赋予了意义， 也才能够被把握和理解。内在视野是不断
地在和当代的对话过程当中产生的。从方法上说， 这不仅仅是用古代解释现代， 或用古代
解释古代， 也不仅是用现代解释古代， 而且也是通过对话把这个视野变成我们自身的一
个内在反思性的视野。由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区分， 由礼乐和制度的分化的视野， 我们
也能够看到我们自身知识的局限。

历史叙述中的国家与帝国
既然从中国历史内部展开了郡县与封建的问题， 为什么又要讨论帝国和国家的问
题？ 很显然， 这个问题是与全书的叙述主线——
—即对“早期现代性”问题的追问——
—密切
相关的。我追问的是： 理学的形成是否显示了宋代以来的社会、国家和思想已经开始了某
种重要的、可以被称之为“早期现代”的转变？ 正是在这个问题的压迫之下， 我重新回到半
个多世纪以前由日本学者提出的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假设上来。
“唐宋转变”是内藤湖南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概念， 其后宫崎市定等京都学派的学者发展了“东洋的近
世”、
“ 宋朝资本主义”的论题。他们从贵族制度的衰败、郡县制国家的成熟、长途贸易的发
展、科举制度的正规化等方面讨论这个“早期现代”问题， 宫崎市定还将理学明确地视为
“国民主义”—即民族主义——
——
—的意识形态。关于京都学派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关系， 我
没有能力在这里做出详细的讨论， 但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至今值得讨论的
洞见是难以绕过的， 其中唐宋转变及宋代作为东亚近世历史的开端问题， 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讨论主要从“天理的成立与郡县制国家”的关系着眼， 分析儒学形态的转变， 其中包
含了与京都学派所讨论的问题的某种对话和回应。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对早
期现代性问题的探讨会与帝国—国家问题发生关联？ 京都学派的问题与此又有何种关
系？
霍布斯鲍姆曾说， 假定 １９ 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有一个什么中心主题的话， 那就是民
族国家；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 它的另一个更为基本的叙述则是资本主义。在 １９ 世纪以降
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叙述中， 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述是通过和其他叙述的对立构造出
来的， 所谓帝国和国家的叙述， 就直接地表现了这个对抗。历史的观念在 １９ 世纪发生了
一个重要转变， 所谓历史就是主体的历史， 而这个主体就是国家。在这个意义上， 没有国
家就没有历史。因此， 说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或者说， 中国是一个帝国， 也就是说中国没有
历史、无法构成一个真正的历史主体。正是为了与西方现代性叙述相抗衡， 京都学派提出
了“东洋的近世”、
“ 宋朝资本主义”等论题， 在“东洋史”的构架下， 重建了中国历史内部的
现代动力。关于这个学派与日本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之间的政治性关系， 在这里暂略过
不谈。我在这里关注的是它的叙述方式： 它在建立与西方现代性平行的东洋的近世的叙
述时， 叙述的出发点同样建立在国家这一核心问题上。如果没有这个国家中心的叙事，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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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所谓近世的叙事。京都学派也谈到理学或道学， 但它是把道学或理学视为新的国
民主义意识形态来理解的， 在这个解释背后是有关作为早期民族国家或原型民族国家
（ ｐｒｏ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的郡县制国家的历史阐释。总之， 当京都学派以“东洋的近世”对抗西
方叙述的时候， 它的确构造了一个以国家和资本主义关系为中心的叙述。这个叙述跟西
方主流的叙述是倒过来的， 即西方中心的叙述认为中国是一个帝国、一个大陆或者一个
文明， 潜在的意思是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而京都学派刚好相反。通过诉诸“成熟的郡县制
国家”或“国民主义”等范畴， 京都学派建立了有关“东洋的近世”的历史假说。
在上述意义上， 我与京都学派的对话与区别也包含着对这个 １９ 世纪欧洲“世界历
史”的批评。简要地说， 我和京都学派——
—尤其是其代表人物——
—对于宋代特殊性的讨论
的区别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上： 第一， 与宫崎市定将理学视为一种与他描述的宋代社会
转变相互匹配的“近代的哲学”或“国民主义”意识形态不同， 我认为理学及其天理观恰恰
体现了与这个过程的内在紧张和对立， 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是通过这种对立而历史地展
开的。从方法论上说， 京都学派带有强烈的社会史倾向， 他们使用的范畴主要是从欧洲

１９ 世纪以降逐渐形成的知识体系中产生的， 从而缺乏一个观察历史变化的内在视野。在
这个意义上， 京都学派的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历史叙述是欧洲现代性的衍生物。如果宋代
真的像他们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更为中国的中国， 那么从儒学的视野来看， 这一转化应该
如何表述呢？ 如果“东洋的近世”的实质内容是早期的资本主义和类似于民族—国家的郡
县制， 那么， 宋代儒者据以观察历史演变的那种以“三代礼乐与后世制度”的尖锐对比为
特征的历史观难道不是既包含了对历史演变的体认 ， 又体现了对于郡县体制和“早期的
资本主义”
（ 如果这个概念的确可用的话） 的抗拒吗？
与这一点密切相关， 第二， 京都学派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 ／资本主义的知识框架下描
述宋 代社会及 其 思 想 的“近 世 ”特 征 ， 而 我 的 描 述——
—例 如 对“帝 国—国 家 二 元 论 ”的 分
析——
—则试图打破这种单线进化的目的论叙述。京都学派通过将宋朝描述为一个成熟的
郡县制国家而展开“东洋的近世”的论题， 其基本的前提是欧洲现代性与民族—国家体制
之间的历史关系， 从而民族—国家构成了他们的现代性叙述的一个内在的尺度。京都学
派有关“东洋的近世”的叙述明显地带有这一倾向。然而， 如何描述元朝的社会构造， 尤其
是如何理解清代的社会体制？ 我所以加以限定地使用了“帝国”这一概念， 目的就是打破
那种将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相互重叠的历史叙述——
—毕竟， 与被放置在“帝国”这一范畴
内的漫长历史相比， 民族—国家只是一个短暂的存在。从明到清的转变显然不能放置在
类似于“唐宋转变”的模式之中， 将清与民国的关系界定为从帝国到国家的转变也存在问
题——
—否则， 我们该如何解释民国在人口、族群构成、地域和一些制度性设置上与清代的
明显联系？
因此， 当我们说宋代包含了某种“早期现代”的因素时， 我们需要在一个不同于京都
学派的、摆脱现代性的时间目的论的和超越民族主义知识的框架中来重新表述这个问
题。曾有朋友向我问及书的标题问题。
“现代”？ 什么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什么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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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 什么是“思想”？ 什么是“兴起”？“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看起来是一个平易的
叙述， 但从导论起到最后的结论， 我的每一个部分都在挑战我们常识中的“现代”、
“中
国”、
“ 思想”和“兴起”这些概念。我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不是写一部现代中国思想史
的起源； 什么是“兴起”？ 你也可以把它解释为《易经》所谓“生生之谓易”意义上的“生生”
—一个充满了新的变化和生长的过程。假定宋代是
“近世”的开端， 蒙元到底是延续还
——
是中断？ 假如明末是早期启蒙思想的滥觞， 那么， 清代思想是反动还是再起， 我们怎么解
释这个时代及其思想与现代中国之关系？ 我注重的是历史中一些要素的反复呈现， 而不
是绝对的起源。在历史的持续变化中， 不同王朝以各自的方式建构自身作为中国王朝的
合法性， 这一过程不能用直线式的历史叙述加以表达。正是基于这一历史理解， 我没有把
所谓“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看成一个类似京都学派的那种以宋代为开端直到现代的一
条线。我对“时势”、
“ 理势”等概念的解释就是要提供一个不同于时间目的论的历史认识
框架， 而这个框架同时也是内在于那个时代的儒学世界观和知识论的。如果我们参照本
尼迪克特·安德森（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对时间概念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的论述， 时势范畴在
王朝历史及其更替中的意义也许会得到更为充分的理解。
伴随着对于民族—国家体系的检讨和所谓全球化的研究， 早期帝国历史中的一些经
验， 以及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化的动力等问题， 重新进入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人们据此重新
检讨那些被限制在现代化的目的论叙述中的早期帝国的国家结构、经济制度和跨区域交
往。当代有关帝国的讨论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向， 一个是对所谓“后民族—国家”的全球
化问题的思考， 奈格瑞（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Ｎｅｇｒｉ） 和哈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Ｈａｒｄｔ） 的《帝国》
（ Ｅｍｐｉｒｅ） 一书是这
方面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 另一个则是从对民族—国家体制的不满或反思出发而重
新展开的“帝国研究”， 它直接地表现在许多历史学者对各大前现代帝国历史的重新挖
掘， 以及对迄今为止仍然在历史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的以民族—国家及其尺度为中心
的叙述方式的超越。这两个方面——
—我说的是对当代危机的回应与对历史的研究——
—当
然是有联系的， 但又不宜混淆，《帝国与国家》一册与后一方向关系更紧密一些。因此， 重
提帝国问题的目的不是加强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 而是超越这个叙述。在帝国遗产的总
结中， 除了我已经提到过的跨区域的交往之外， 帝国的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结构和文化认
同、帝国内部发生的殖民和权力集中趋势， 以及帝国时代与民族—国家形成之间的复杂
关系， 都是学者们关心的课题。
但是， 这一对于帝国与早期现代性问题的关心如果落入帝国—国家二元论的窠臼，
就很容易陷入或反证 １９ 世纪的欧洲的历史观， 即认为中国没有真实的政治主体。在这
里， 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承认还是否认中国的历史中是否存在“国家”， 而在于重新澄清
不同的政治体的概念、不同的政治体的类型， 而不至让国家概念完全被近代欧洲资本主
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所笼罩。近代国家有不同的政治文化， 比如社会主义国家或资产阶
级国家， 它们各有自己的政治文化； 如果连讨论近代国家也离不开不同的政治文化或政
治传统问题， 那么， 仅仅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前 ２０ 世纪的国家及其主体性就显然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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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京都学派强调到了宋代， 中国变成了一个成熟的郡县制国家， 而所谓成熟的郡县制
国家也就是一种准民族国家。当这个学派把这个郡县制国家与早期现代性关联起来的时
候， 又在另一方向上确证了帝国—国家二元论。帝国—国家二元论可以表现为截然相反
的叙述方式， 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 宫崎市定那样的论
述就是一个例证。在这个框架下， 我们不大可能再去探讨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国家类型了。
正由于上述多重考虑， 我特别注重所谓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重叠关系 ， 而不
是在帝国—国家二元论内部纠缠。１９ 世纪以降， 对于所谓前现代历史的研究都被放置在
帝国历史的范畴内， 我们可以举出上个世纪 ６０ 年代的一部代表作， 即艾森斯塔德（ Ｓ． Ｎ．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ｓ） 一书做一点说明。这部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的《帝国的政治体制》
影响广泛的著作在一种韦伯主义的框架内， 综合了世界各大文明的历史研究， 将所谓前
现代历史放置在“帝国的政治体制”的概念之下。这一概念是在 １９ 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学
的“帝国—国家二元论”中孕育出来的。正是在这一二元论中，“ 帝国”构成了一切与现代
性相反的特征， 即或承认帝国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 这种联系也总是被放置在一种特殊
的追溯关系之中， 例如： 现代国家的专制和集权特性的根源是什么？ 为什么现代国家无法
摆脱其固有的暴力性质？ 所有现代性危机的表征都被追溯到现代世界与帝国之间的历史
联系之中。
《帝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例证， 它说明在 ２０ 世纪几乎所有“前现代的历史”均
以不同的方式被纳入了“帝国”这一范畴之内。
在《帝国与国家》一册中， 我主要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 儒学对清朝作为中国王
朝的合法性论证是如何构成的？ 帝国体制内的多元认同、多元政治 ／法律体制是如何构成
的？ 清代统治者利用儒学巩固自身的统治， 其中的一个环节是通过儒学将自身界定为一
个“中国王朝”； 而另一方面， 士大夫也同样利用儒学这一合法化的知识对王朝体制内部
的族群等级制提出批评， 从而对于儒学的某些命题和原则的解释与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平
等问题产生了关联。第二， １９ 世纪以降的许多重要著作一直将帝国作为国家的对立面，
那么， 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历史关系究竟如何？ 例如在讨论清代经学、特别是公羊
学的时候， 我强调了包括朝贡体系的扩张在内的帝国建设与清朝的国家建设是同一进程
的不同方面。实际上， 那些被归纳为经典的民族—国家的标记的东西早在 １７ 世纪的清朝
就已经存在或开始发展， 像边界、边界内的行政管辖权等等。
然而， 发生在 １７￣１８ 世纪清朝的这些现象是另一种政治文化和历史关系的产物， 它
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民族国家的雏形， 诸如朝贡、和藩以及其他交往形态， 均必须置于王
朝时代的政治文化的框架中给予解释。但没有这个过程， 我们很难理解辛亥革命之后建
立的中华民国， 乃至 １９４９ 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与清朝的地域、人口和某些
行政区划之间， 存在着如此明显的重叠关系。在书中， 我分析了朝贡体制与条约体系的重
叠与区分， 以及儒学典籍如何被挪用于现代国际关系的具体过程。我的问题是： 在殖民主
义的浪潮中， 这些“帝国知识”如何与一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结合起来？ 从儒学研究
的角度说， 这一研究也是对那种将儒学单纯地放置在哲学的、观念的、伦理的或学术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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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内的研究方法的修正。儒学在政治历史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合法化的知识， 它的不
同形态与王朝体制及其合法性的建构之间有着复杂的关联。离开这个视野， 我们不能全
面地理解儒学的历史意义。
有一个朋友问我： 为什么在分析中国问题时， 不是使用“天下”这一更为“本土的”或
“儒学的”概念， 而继续使用“帝国”一词？《庄子·天下》对“天下”概念做出的解释是人们津
津乐道的例子， 而后代学者对这一概念的运用也极为丰富。“天下”的确是一个富于魅力
也蕴含着许多值得探究的历史内涵和理论内涵的概念。事实上， 已经有学者为了强调中
国 的特殊性， 也为了回应这一对于民族国家的 质疑， 而 认 为 中 国 不 是 一 个 国 家 ， 毋 宁 是
“天下”
—这个
——
“天下”的概念虽然与帝国概念有所区别， 但共同之处都是在帝国—国家
二元论之中解释中国历史——
—通过“天下”这一范畴， 人们要做的无非是将中国与国
家——
—即以近代民族国家为基本内核的国家范畴——
—区分开来。这一论述忽略了中国历
史中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是从战国时代的“国”这一制度形式中发展而来， 也没有探讨
“国”的不同历史类型和含义， 在历史观上实际上不是又回到了 １９ 世纪欧洲“世界历史”
的核心观点——
—中国没有历史或东方没有历史——
—之上了吗？ 我想对我在涉及“天下”概
念的同时， 仍然保留了“帝国”概念做几点限定。
首先， 帝国这个词并不是我们的发明， 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帝国一词， 但这些典籍中
的帝国概念与近代从日本和西方输入的帝国范畴并无直接的对应关系。帝国一词在晚清
时代被重新发明， 并进入现代汉语之中， 已经 是现 代 中 国 历 史 传 统 的 一 个 部 分 ， 是 所 谓
“翻译的现代性”的表征之一。在 １９ 世纪末期的民族主义浪潮中， 这一词汇逐渐成为中国
思想和知识谱系中的概念， 从而这一概念是经过翻译过程而内在于现代中国思想的范畴
的。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概念视为一个外在于中国历史的外来语汇。当然， 如果能够找
到更合适的概念， 我完全乐意更换， 但迄今为止， 我还没有想出一个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讨
论相关问题的中心概念。
其次，“ 天下”概念是和中国思想有关宇宙自然和礼乐世界的思考密切相关的， 有着
极其古老的根源。但是， 如果不是简单地将这个概念与欧洲民族—国家概念进行对比， 而
是将这一概念与其他的历史文明进行比较， 我们也会在其他的文明和宗教世界观中找到
相 似 的 表 述 ；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 认 为 只 有 这 一 概 念 才 代 表 了 中 国 的“ 独 特 性 ”毋 宁 是 从 民
族—国家的基本知识出发而展开的一种有关中国的特殊主义叙述， 说不上是深思熟虑的
结果。从政治分析的角度说，“ 天下”概念与作为特定的政治体的中国之间不能划等号， 正
如顾炎武力图在“亡天下”与“亡国”之间做出的区分所表明的， 这一概念包含了特定的理
想和价值， 从而与“国”这一概念应该给予区分。如果将“天下”直接沿用于描述特定的王
朝和政治实体， 反而会丧失顾炎武等儒者所赋予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
第三， 很多学者曾经使用天朝国家、王朝国家等等概念描述中国的政治历史， 这自然
是可以的。但是， 这两个概念不足以解释中国王朝之间的区别， 尤其难以表示我在书中提
出的宋、明王朝与元、清王朝之间的区别： 它们都是天朝国家或王朝国家， 但很明显，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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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满洲王朝的幅员、周边关系和内部政治架构与宋、明王朝——
—也就是宫崎市定称之为
成熟的郡县制国家或准民族—国家的王朝——
—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京都学派强调宋代
的郡县制国家是近世的开端， 但他们怎么来解释元朝和清朝在中国历史当中的位置问
题？ 他们把宋明理学解释成“国民主义”或近代思想的发端， 但他们怎么解释清代的经学
和史学的作用与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的关系？ 在上述两个问题上， 京都学派的解释都是
跛足的。中国学者也常常把清朝看作是某种历史的中断， 比如在有关明末资本主义的讨
论或早期现代性的讨论中， 满清入主中原同时也就被解释为资本主义或早期现代性的中
断， 这样一来， 清朝就被排除在所谓现代性叙述之外了。
在讨论清代公羊学时， 我使用了礼仪中国的概念， 并把中国疆域的改变、政治构架的
转化和内外关系的新模式都放到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之中。在我看来， 不是重新确证中国
是一个国家， 还是一个帝国， 而是充分讨论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及其转化过程， 才是
最重要的。蒙古王朝、满清王朝与通常我们所谓帝国有着某种相似性， 但我并没有把这个
帝国叙述放置在帝国—国家的二元论中进行解释， 而是着重地阐明了为什么清朝能够被
合法地纳入中国王朝谱系之中的内部根据。以清代为例， 统治者通过变更王朝名称、祭祀
元明两朝的法宝、贡奉两朝皇室后裔、恢复汉文科举、尊奉程朱理学、继承明朝法律等方
式将自己确认为中国王朝的合法继承者， 在这个意义上， 清朝皇帝也即中国皇帝。与此同
时， 清朝皇帝也以特殊的制度（ 蒙古八旗、西藏噶嗄制度、西南土司制度及多样性的朝贡
体制等等） 对蒙古、回部、西藏及西南地区实行统治， 从而就中亚、西亚地区而言， 清朝皇
帝也继承了蒙古大汗的法统。不仅如此， 清朝皇帝还同时是满族的族长， 承担着保持满族
认同及统治地位的重任。因此， 清朝皇帝是皇帝、大汗和族长三重身份的综合， 而清代政
治的复杂性——
—如皇权与满洲贵族和蒙古贵族的矛盾以及汉人在朝廷中的地位的升降
等等——
—也与皇权本身的综合与演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单纯地从满人及其皇室为保持满
洲认同的角度论证满洲的自足性以致后来形成满洲国的必然性， 即使从皇权本身的多重
性的角度看， 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只是从满汉关系的角度讨论清代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
如何解释清代前期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清朝皇帝与满蒙贵族的冲突呢？ 在我看来， 这些冲
突本身正是王朝合法性建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也是多重性的皇权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
演化过程的产物。礼仪中国的概念也正是在这多重关系中被反复重构的。
如果说帝国—国家二元论无法揭示出中国的政治文化的特征， 那么， 中国的传统概
念如天下或王朝等也无法说明不同王朝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方面的特点。事实上， 在
近代历史观的框架内， 这些概念恰好构成了近代历史叙事的内在要素。与这种历史解释
框架密切相关的， 是中西二元论的叙述方式， 即强调中国的特点是天下、王朝、朝贡体系，
而西方的特点则是国家及其形式平等的主权概念。事实上， 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在近代
也常常被殖民主义者所运用， 他们用所谓“主权国家”的文化贬低传统的社会关系和政治
模式。例如， １８７４ 年日本第一次入侵台湾时， 借口就是台湾原住民与琉球人之间的冲突。
日本统治者利用清朝官员的说法， 以台湾原住民（ 所谓“生番”
） 是中国的“化外之民”，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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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在郡县制度内部或在大清法律管辖内 部为由， 强 辩 说 对 台 湾“生 番 ”及 其 地 区 的 侵
犯， 不算对大清的侵犯。在这个时代， 欧洲国际法已经传入东亚， 日本统治者正是根据欧
洲国际法， 把清代所谓“从俗从宜”的多样性的制度和帝国内部的内外分别放置在主权国
家间关系的范畴内， 从而为侵略寻找借口。在这一事件中， 我们不仅应该注意日本与清朝
之间的冲突， 而且还应该注意日本据以入侵的原则与清代多元性的社会体制及其原则之
间的冲突， 尤其是这两种原则在区分内外问题时的不同的尺度及其应用范围。

历史的“ 延续与断裂 ”
论题中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经常有一些老调说， 中国历史是延续的， 西方历史是断裂的。如果不理解我在前面谈
及的转化的问题， 即征服性的王朝将自身转化为中国王朝的问题， 所谓延续就是一种盲
目的迷信了。中国历史中不断地出现周边向中原地区的入侵和渗透， 无论在政治上， 还是
在族群关系上， 都不断地发生着断裂。所谓延续性是历史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有意的和无
意的建构的结果。例如， 那些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者不断地利用儒学， 包括其不同形态如
理学、经学或史学，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自己转化为中国。这个礼仪中国的问题不是一般
所谓礼仪或道德的问题， 而且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政治合法性问题。我在这里用“自我转
化”这一范畴， 是为了说明这一转化过程带有很大程度的主动性， 即新的王朝统治者将自
身（ 少数民族王朝或通过造反形成的王朝） 置于中国王朝的历史谱系中或道统之中， 并利
用儒学的正统理论对自身的合法性加以论证。但这个“自我转化”还只是一个前提， 新朝
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是在一种多重的承认关系中才得以确立的， 即“自我转化”必须在
特定的“承认的政治”中获得确认。以清朝为例， 对于许多汉人士大夫（ 以及一些周边王
朝） 而言， 清朝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大概要到乾隆时代才逐渐得到承认。这不是说康、
雍时代没有促进以满汉一体为中心的王朝转化过程， 也不是说乾隆之后满汉问题完全解
决了， 而是说到这个时候， 在一个广泛的范围内， 满清作为中国王朝谱系中的一环的地位
被确立下来了。我们讲清朝问题时， 从早期一直讲下来， 往往忽视这个转变的环节。为什
么我说要反复定义“中国”这个范畴， 是因为王朝统治者、士大夫阶级、周边王朝以及普通
百姓对于中国的理解是伴随着这个过程而变化的。
正是在这里， 我们需要重新展开一种历史的视野， 超越民族主义叙事来展开丰富的
历史关系。除了历史性地理解族群和地理关系之外， 在进入对前 ２０ 世纪的历史领域的解
释时， 我认为需要讨论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承认的政治”的问题， 即统
治的合法性的历史形成问题， 另一个就是所谓“自我转化”所依据的政治文化问题。例如，
清朝究竟依据怎样的政治文化来论证自身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 这种政治文化为什么
能够将不同的族群、不同区域的人口和不同宗教信仰等因素纳入一种多元性的和富于弹
性的政治架构之中？ 很明显， 这是一种与依赖于种族、语言、宗教等范畴的民族主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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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知识。这种知识有着自己的独特概念和形态。我可以举经学史上的例子说明
这个问题。经学史上讲清代今文经学都是从常州学派开始， 东汉以后， 今文学衰落， 除了
元末明初赵汸等个别事例之外， 好像今文学已经彻底中绝， 直到乾隆晚期常州学派的出
现才重续学统。但是， 思想史家和学术史家在讨论清代经学的问题时， 几乎完全没有考虑
女真（ 金） 、蒙古和满清入主中原时如何运用公 羊思想 ， 尤 其 是 其“大 一 统 ”、
“ 通 三 统 ”和
“别内外”等主题， 建立新朝之正统的过程。这些著述或倡议并不是专门的学术著作， 也不
是专门的今文经学的研究文章， 而是政治性的论文或奏议， 它们出自为女真、蒙古、满洲
服务的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和汉人之手。但这也恰恰说明， 今文经学的许多主题已经
渗透在王朝政治及其合法性建构的过程之中了。比如说， 在金朝和宋对抗的时候， 金朝的
士大夫和大臣曾经用春秋学和公羊的思想来讨论正统问题， 力图为自己征服中原提供合
法性； 在蒙古征服宋朝的过程中， 蒙元帝国也曾考虑将自己建构为中国王朝， 不但在蒙古
人的朝廷中曾经争论过他们究竟应该承辽统、金统还是宋统的问题， 而且在元朝建立之
后， 围绕泰和律废弛后的局面， 儒学者们也曾讨论如何运用《春秋》以确立元之法统的问
题。满清入主中原过程中， 清朝政府不但恢复科举和以汉文考试， 尊奉儒学尤其是朱子
学， 而且也从春秋公羊及其大一统学说中找到灵感， 用以重新确定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如
果没有这一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或合法性理论， 讨论王朝之间的连续性是完全不可
能的。连续性是自觉建构的产物。
上述讨论不仅说明了从合法性知识的角度认识儒学的必要性， 而且也是对于前 ２０
世纪中国王朝在处理不同族群的关系时的政治实践的检讨。帝国是一种统治的模式， 一
种权力关系的实践， 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 在民族主义知识将上述知识贬低为不合时宜
的知识的时代， 重新检讨这种合法性理论及其实践， 观察那个时代多族群共存的经验， 对
于理解民族主义知识及其限制（ 尤其是它的同质化倾向） 显然是有意义的。

民族主义知识的构造及其质疑
东 ／西、中 ／西问题在一定时期占据主导地位是历史形势的产物， 如果在方法上将这一
二元关系绝对化就有可能带来许多遮蔽性。例如， 在法学研究中， 常常有人将中国的礼制
与西方的法制相对立， 这也不是没有一些道理； 但这不但是对中国的简化——
—中国没有
法律传统吗？ 也是对西方的简化——
—西方就没有礼乐教化吗？ 学术界常有人在方法论的
层面讨论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问题， 在我看来， 研究特定的一个历史时代和一个历史
社会的经验当然要考虑它的特殊性， 尤其要批评西方的普遍主义， 但是从哲学上说， 这两
个东西大概都不太行， 因为迄今为止的所谓特殊主义的叙述都是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
而所有的普遍主义的叙述都是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这两个叙述看似对立， 其实是相辅
相成的。一定程度上， 我们要做的， 是所谓独特性的或关于独特性的普遍主义。在这个独
特性的普遍主义的框架内， 对独特性的追求不是简单地回到特殊主义， 而是通过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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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展示出普遍的意义， 并追问在何种条件下、为什么这种独特性能够转化为普遍性？
这里以《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下部为例， 讨论二十世纪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与现代
知识问题的内在关联。我在上卷中讨论了天理世界观与郡县制的关系， 讨论了经学与王
朝合法性的问题， 为什么下卷集中讨论知识问题？ 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观转变的过程， 这
个世界观转变是和某种认识论相关的， 是和科学方法及其知识谱系相关的。在讨论康有
为时， 我特别地提到了他对儒学普遍主义的再创造， 而这个再创造的前提恰恰产生于一
种历史意识， 即儒学的普遍性与中国概念之间的那种自明的关系发生松动了。在这个前
提下， 当你要论证儒学具有普世性的时候， 必须以承认中国只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中国之
外存在着巨大的外部为前提——
—这个外部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 也是文化政教意义
上的。当儒学普遍主义与一个置身于众多国家或外部之中的中国形象相互连接的时候说
明了什么呢？ 我认为说明了民族主义对于某种普遍主义世界观和知识谱系的依赖。换句
话说， 这种新型的儒学普遍主义的诞生是和作为一个新型世界体系中的主权国家的中国
的诞生同时发生的。
普遍主义与近代国家或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包含在这个逻辑之中。从晚清开始，
这个普遍主义的知识构架被保留了下来， 而康有为赋予这个普遍主义的儒学外衣则被彻
底剥光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这个普遍主义的知识及其分类逻辑之上， 现代国家
的制度也建立在这个普遍主义的体制及其分工关系之上。无论是主权概念， 还是各种政
治力量对于自身的合法性论证， 无论进化、进步的历史观念， 还是以这一历史观念支撑起
来的各种体制和学说的合理性， 均离不开这个普遍主义知识的问题。现代国家的确立是
和 某种反历史的认识论框架相关的， 民族主义 知识虽然经 常 诉 诸“历 史 ”、
“ 传 统 ”和“本
源”等等， 亦即诉诸于文化的特殊主义， 但它的基座是确立在这种新型的认识论及其知识
谱系之上的。因此， 讨论这个时代的知识体制和话语问题， 也就是在讨论一种新型的政治
合法性问题。民族主义的显著特征是追溯自身的起源， 无论是祖先崇拜还是文化根源， 但
这些更为“本体的”、
“ 本源的”、
“ 特殊的”知识是在新型的认识论及其知识构架下产生出
来的， 从而不是“本体”、
“ 根源”创造了这种新型的知识论， 而是这种作为民族国家的认识
论框架本身需要自身的“本体”和“根源”
—于是它也就创造出了这个
“本体”和“根源”。
——
但是， 要是以为指出民族主义知识的这种建构性， 或者， 通过对民族主义知识构架的
解构实践， 就可以简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 是一相情愿的幻想。在民族
主义创造自身的“本体”和“根源”的同时， 也在诉诸大众动员； 正是在这一大众民族主义
运动中， 那些所谓“自觉者”力图把对置身于特定“时势”的民族命运的思考与对他们决心
献身的价值的探索结合起来。中国革命， 作为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 一个以人类历史上罕
见的规模和深度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 包含着民族主义这一范畴无法涵盖的历史内容。
民族主义并不能够囊括 ２０ 世纪中国的一切。因此， 对于民族主义知识上的批判和否定，
并不能等同于对于一个极为丰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简单拒绝。如果我们承认现代中国
是建立在清代历史的地基之上的， 那么， 经由中国革命而产生的这个现代中国能够用民

□
８６

专

族主义的知识给予恰当地描绘吗？ 也是在同一个逻辑上， 中国革命在怎样的意义上才能
被描述为一个“民族革命”呢？《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没有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进行深入
研究， 但上述追问也多少提供了重新思考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些思路。
我在书中， 也在别的地方， 提到过“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个问题。下部第一册《公理
与反公理》集中分析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的思想， 尤其分析了他们从不同的思想资源对
于现代质疑： 这个质疑不是总体性的， 而是内在于他们对于现代的追寻的。当然， 他们各
自的思考深度和路径有着极大的差异， 例如严复从朱子学出发接近近代西方的实证主义
学说， 从易学和史学出发展开了他对天演理论的翻译和论证， 从老子学说出发触及了西
方思想中的自由问题， 但他的翻译和解说本身又都构成了与他所翻译的思想之间的一种
对话、调适和紧张； 梁启超从今文经学、阳明学等知识出发接近了西方各种政教知识， 对
于近代欧洲的科学学说、德国国家学说、康德哲学、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及其宗教学说等等
均给予翻译、介绍和倡导， 但在他的思想中， 也包含了对于资本主义、功利性的教育体制
和价值危机的反思； 章太炎的思想最为激进， 他在佛教唯识学和庄子齐物论的框架下， 形
成了一个系统的对于现代性的激烈的批判。不仅如此， 在书的最后一册， 即关于科学话语
共同体的问题讨论中， 我也分析了科学家共同体的内部复杂性， 以及那些自觉地抵制科
学主义霸权的人物和群体。所有这些讨论均说明： 中国思想对于现代的寻求本身即包含
了对现代的质疑， 这一现象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中国现代性的自我质疑或自我否定。
然而， 在“反现代的现代性”的框架下， 如果不仅是科学家共同体、胡适之和“五四”新
文化运动带有科学主义的特点， 而且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反对这种科学主义的人文
主义者也可以被纳入这个科学主义的分类谱系之中， 那么， 究竟什么才是我们的出路呢？
我把现代人文主义的诞生看成是通过与科学主义的对抗而产生的对于科学主义的补充，
在这个意义上， 这样的人文主义是不可能提供走出所谓现代的出路的。关于这个问题， 我
想特别地说一下我展开问题的方法： 我没有简单地将这些人的思想看成出路， 而是将他
们提出的过程展开出来， 也就是展示那些可能的出路是如何被纳入那个总体的过程之中
的。我对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的处理方式也是如此。在他们之间的错综纠葛之中， 我展示
不同的思考方向和不同的可能性的领域， 置身于时势之不同位置所展开的对于时势的回
应。事实上， 展示出多样性本身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所谓出路的思考， 我因此常常使
用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个说法来描述中国的现代。但我们不能不顾及现代历史的一个基
本潮流是如何将这些多样性裹胁而去的， 否定了这一点， 所谓“走出”不就变成了一个很
简单的问题了吗？ 不就变成了一个不需要进行自我搏斗的问题了吗？ 在这里， 不是一条简
单的道路， 而是对于现代性的多重性的反思， 构成了一个或一组可能性的方向。这正是我
想要做的。

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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