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与争鸣

如何诠释“中国”及其“现代”
———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几个问题

汪　晖

　　非常感谢复旦的朋友们组织这个座谈会①。在大

家的提问中 ,有两个问题比较集中 ,一个问题是关于

帝国和国家的问题 ,比如 ,张汝伦先生提的“帝国 —国

家二元论”的问题 ,曾亦先生就公羊学问题发表了看

法 ,即怎样理解公羊学的家法和它在思想史上的展

开 ,以及如何理解经学和政治的关系在现代语境中的

意义 ,从大的方面着眼 ,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的还是帝

国—国家的问题。白钢先生提到的方法论的矛盾也

是集中到帝国 —国家二元论的问题上。另外一个跟

这个问题相关 ,就是关于中国政治的正当性的讨论 ,

许纪霖先生提到了这个问题。丁耘先生也指出 ,下卷

集中到科学话语上 ,上卷集中展开论述政治正当性问

题 ,二者之间的关系似乎展开得不充分。这个问题其

实也跟帝国 —国家问题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 ,其他讨论大多集中在方法论问题上。

比如 ,邓志峰先生讲到思想史写作的前提问题 ,道德

—政治二元论的概念 ,等等。洪涛先生讲到我们应该

以中国看中国 ,还是以西方看中国 ,或者是以今观古 ,

或以古观今。郭晓东先生的讨论也是讲中西互释的

问题。在讨论方法论的时候 ,好几位先生都问道 :这

本书为什么从宋代讲起 ? 换句话说 ,如何评价京都学

派的问题 ? 在这个方法论问题的背后 ,有一个主要的

关切 ,即从帝国 —国家等问题出发批评西方中心主义

是否也是西方中心主义 ? 我在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

解释中国思想的“内在视野”的问题 ,而大家问的是 ,

这个内在视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在视野 ?

此外 ,在罗岗先生的发言中 ,他问及 :如果现代中

国思想中各种对现代性的批评 ,最终也被某种程度地

归纳到现代的体制内部 ,那么 ,存在不存在替代性的

方案或者走出这个现代之可能性 ? 我觉得这个问题

非常重要。陈卫平先生提到叙事的问题 ,科学主义和

保守主义的问题 ,其中特别涉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位置的问题 ,这在我书里提到但没有真正展开 ,它们

涉及的都是前瞻性的问题。

一、三组概念 :帝国与国家、封建

与郡县、礼乐与制度

　　我不大喜欢一般地讲方法 ,即使讲 ,也希望从一

个具体的话题上 ———比如说帝国 —国家这个问题上

———来展开讨论。在我的书里 ,特别是第一卷 ,其实

就政治的概念而言 ,有两组不太一样的概念 ,我论述

的时候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分别来使用的。一组概念

是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帝国、国家 ,这一组概念针对

的是当代学术中盛行的或者现代以来流行的民族主

义的分析框架 ,以及这个分析框架所依赖的“世界历

史”的目的论叙述。我试图对它提出批评性的论述。

的确 ,我在批评帝国 —国家二元论的过程中没有完全

放弃帝国这个概念 ,而是试图在另一个层面上重新给

出解释。第二组概念是郡县和封建 ,实际上 ,我在讲

儒学的时候 ,从宋代一直讲到清代 ,凡涉及政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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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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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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

学或者清代学术的语境中 ,直接使用帝国和国家等范

畴 ,虽然不是绝对不可以 ,但至少要作出清晰的界定 ,

而在近代的语境或现代的语境里 ,相对而言 ,这两个

范畴的使用相对就自明一些。

在解释宋代的时候 ,我讲到礼乐和制度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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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宋代儒者而言 ,这一礼乐与制度分

化的命题是政治性的 ,密切地联系着有关郡县和封建

的政治思考 ,以及从这种思考出发展开的对当下政治

的判断。就儒学家们、宋学家们而言 ,他们力图在日

常生活层面恢复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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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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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批评两税法 ,讨论

恢复井田和宗法 ,其含义也都必须放在同一个逻辑中

思考。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能够看到道学的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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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

意义上 ,道学也好 ,史学也好 ,他们对历史和宇宙的叙

述也便与某种政治合法性的思考关联起来了。

我所谓的内在视野是与对社会科学方法的思考

密切相关的。天理概念看起来是很抽象的 ,许多受欧

洲近代哲学影响的人在本体论或实在论的框架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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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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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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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老师提到

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史、观念史之间的关系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 ,我所提的内在视野也是对这个问题的

思考。在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简单的社会史倾

向 ,人们很少想到 :社会史也好 ,经济史也好 ,这些范

畴本身是现代知识的产物、是现代知识体制及其分类

原则的产物 ,思想史的问题当然有其经济史层面、政

治法律等层面 ,但是 ,我们要问这些层面、这些问题在

儒学视野内的意义是什么 ? 现代知识包含了一种目

的论的倾向 ,它通过公理化的分类将对历史的解释和

研究纳入既定的架构内 ,却逃避了对这个架构本身的

质疑和追问。这些对于历史对象的解释常常更像是

自我解释或自我确证。这并不表示我们只是要简单

地回到原来的概念那里 ,在我的书中 ,天理世界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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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中间环节 ,就是通过分析宋学内

部的形而上范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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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炜先生特别提到我一开始就从欧阳

修和几个史学家的历史叙述中寻找切入点 ,特别是历

史写作中的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区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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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过程的内涵解释为政治的和经济的过程 ,但无论是封

建或郡县 ,还是井田或两税法 ,都不能简单地被化约

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因为在儒学的视野中 ,它们

之间的对立是和礼乐与制度的分化密切相关的。在

这个特定的视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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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一般意义的我们所说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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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问题 ,而是在封建的理念、三代的理念、礼乐论的内

在框架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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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历史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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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和实践中。“时势”的问题在宋代的思考中

变得非常内在且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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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中都具有特别的意义。道学家们考虑到整个的社

会变化或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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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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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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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本来应该归到制度中的东西都归为礼

乐了。但是 ,我们也可以问 ,先秦的时候也没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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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寅恪先生对宋代及其理念有很深的认同 ,但正

像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本身包含了历史理念一样 ,陈

寅恪先生的叙述不会没有他的理念在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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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研究中 ,这个区分也许是必要的 ;然而 ,无论是陈寅

恪先生的混而不分 ,还是钱穆先生的分而述之 ,都是

在宋代以后有关历史变迁的视野中产生出的历史观。

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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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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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个内在视野不是简单地以今释古 ———以今释古在一

定的意义上是必然的 ,也是必要的 ,而是以古释古

———这在历史研究中也是必要的和必然的。但内在

视野的逻辑不止于此 ,它还包含以古释今的取向。我

们今天单纯地当作经济政治范畴的那些问题 ,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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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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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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 ,它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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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只有反思性地看待我们自己的视野 ,才能

获得所谓以古释古的机会 ,否则 ,这个机会不会到来

或存在。以古释古是自我反思的产物 ,我们不能从字

面上自明地去理解这个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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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看

到我们自身知识的局限。

二、历史叙述中的国家与帝国

既然从中国历史内部展开郡县与封建的论述 ,为

什么又要讨论帝国和国家的问题 ? 我在书的导论中

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理由的。第一个原因 ,19 世纪

以降的历史叙述有两个主要的母题 ,一个是民族国

家 ,另一个是资本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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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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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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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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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且略过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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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存在所谓

近世的叙事。京都学派也谈到理学或道学 ,但它把道

学或理学视为新的国民主义意识形态来理解 ,在这个

解释背后是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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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 19 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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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黑格尔到列宁 ,所谓静止不动

的东方的概念就是指东方没有历史。为什么没有历

史 ? 就是没有政治主体性 ,没有构成现代国家的政治

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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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情况与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

相比 ,发生了许多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在知识领域中 ,

针对民族国家的批评越来越多。为了强调中国的特

殊性 ,一些学者坚持主张 ,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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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通过这个范畴 ,将中国与国家

区分开来。在这个意义上 ,如果不能摆脱帝国 —国家

二元论的话 ,这个区分实际上反过来确证了西方人的

历史观 ,即中国没有真实的政治主体。在东亚的历史

里面 ,特别是中国的历史里面 ,有着极其丰富的国家

文化 ,不用说宋代了 ,我们看徐复观对周、秦、汉政治

制度的研究 ,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国家的关联是很清晰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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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至于让国家

概念完全被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所

笼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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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所有关于国家的叙

述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 ,与所谓资本主义的民族国

家类型发生关联。

正由于此 ,我特别注重所谓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

之间的重叠关系 ,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历史演变或帝国

文化的特殊性问题 ,而不是在帝国 —国家二元论内部

纠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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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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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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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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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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意义上 ,把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的重叠关

系简单地放置在延续性的范畴中也是不切实际的。

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覆盖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对中国

的改造是深刻的和多方面的。不过 ,转化仍然不能单

纯地从单一国家内部加以说明 ,而必须视之为一个世

界性的体制转化过程的有机部分。一方面 ,我在书中

分析了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相互并存和重叠 ,但另一

方面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以欧洲主导的条约体系如何

逐渐地替换了亚洲地区广泛存在的多样的、多中心的

朝贡关系 ,而 19 世纪的不平等条约恰恰预设了主权

国家的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两个体系有所差别 ,但这

个差别的关键并不是一种平等的 (条约的、国家间的)

关系取代了等级的 (朝贡的、中心国家与周边国家的)

关系 ,而是随着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确立 ,不同的政

治主体在世界性的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从晚清时期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国策”

派 ,他们反复论证中国正处于所谓“列国并争”之世 ,

而非“一统垂裳”之世。其实 ,讲“一统垂裳”也好 ,讲

“列国并争”也好 ,都不是说中国本身的变化 ,而是讲

世界大势的转变 ,以及在这种转变过程里中国位置的

变化。这一点经常被误解。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就

是通过内部关系的改造 (所谓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重新确立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单位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新的世界关系也为革命本身制造

了规范性的前提。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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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 ,是否使用帝国

或者天下或者王朝国家这样的概念是相对次要的 ,关

键在于如何在一种新的关系中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

人们对于沿用帝国概念有些疑虑 ,因为帝国这个概念

有它的外来根源。古代典籍中也有帝国一词 ,但与近

代从日本和西方输入的帝国范畴并无直接的对应关

系。在我的书中 ,真正的中心概念不是帝国 ,而是中

国 ,我反复强调要在历史变化中对中国这个范畴进行

再定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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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到对这一概念的解释之中。

但为什么我在一定范围内保留了帝国一词的运用呢 ?

这里有实际的考虑 ,也有理论的思索。从实际角度

说 ,我们可以从传统范畴中找一个词来加以说明 ,比

如 ,很多学者使用过的天朝国家、王朝国家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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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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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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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帝国作为一种历史类型与

现代性的关系如何 ? 元朝、清王朝与通常所谓的帝国

有着某种相似性 ,但我并没有把这个帝国叙述放在帝

国—国家的二元论中进行解释 ,而是着重阐明了为什

么清朝能够被合法地纳入中国王朝谱系之中的内部

根据。事实上 ,帝国 —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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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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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不在

郡县制度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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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

清代所谓“从俗从宜”的多样性的制度和帝国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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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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 ,不是简单地否定明清王朝之

间的历史区别 ,而是重新检讨现代知识在帝国与国家

之间构筑起来的那种目的论历史观及其政治含义 ,才

是最为重要的。如果说帝国 —国家二元论不但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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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书中 ,我没有把帝国 —国家问题与中国 —西方

问题简单地关联起来。大家讲中西之争 ,在方法上关

注以中释西还是以西释中抑或以中释中 ,但中国本身

在历史中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重大的转变 ,并没有所

谓单一的、从古至今一成不变的中国。因此 ,这里涉

及的不仅是中西问题 ,而且也是历史的变化问题 ,这

个变化不是孤立的 ,是和世界性、区域性的变化密切

相关的 ,是一方面创造了新的中国传统 ,另一方面创

造了新的世界关系。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需要寻找不

同的描述范畴来描述中国及其变化 ,否则 ,仅仅将“中

国”放置在与西方的单一关系中 ,我们以为找到的是

中国 ,但这个被找到的东西很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丧

失了对历史过程及其复杂性的敏感的产物。比如 ,一

些老一代儒学家由于受到晚清以降民族主义的影响 ,

也因为受到西方参照物的影响 ,拒绝承认清代思想的

历史意义。但我们怎么理解清代与现代中国之间通

过革命与批判建立起来的错综纠葛的关系呢 ? 我在

研究清代公羊学时特别提出礼仪中国这个问题 ,实际

上是讨论新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像元朝 ,尤其是

清朝 ,是如何转化为或合法化为中国王朝谱系中的一

环的 ? 这个将自身转化为中国的问题对于理解儒学

的政治含义是极为重要的。

经常有一些老调说 ,中国历史是延续的 ,西方历

史是断裂的。如果不理解这个转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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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理学、经学或史学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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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般所谓礼仪或

道德的问题 ,而且更是一个政治问题 ,政治合法性问

题。以清朝为例 ,对于许多汉人士大夫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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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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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能按照章太炎《中华民国解》的方式来

认同中国 ,也不可能像晚清的宋学家那样在夷夏之辨

的范畴内理解中国 ,我们要把他们的理解本身放置在

这个历史转变过程中来进行理解 ,亦即作为时势之一

部分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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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方法上将这种二元关系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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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定道理 ;但这不仅是对中国的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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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曾与几位印度学者有过讨论和交往 ,

其中一位是研究莫卧尔帝国的 ,他认为伊斯兰帝国在

处理多族群共存方面的遗产与中国的历史经验有许

多相似性。说罗马帝国是征服型帝国 ,中国的王朝是

文化同化型帝国 ,这不是没有一些根据 ,但都是简化

的 ,都是双重的简化。这种对比关系即使用于对西方

早期帝国的叙述 ,也由于受到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论述

的影响而失之于简。大家在方法论的层面讨论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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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看到的所谓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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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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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通过独特性本身

展示出普遍的意义。

在清华大学讨论这部书的座谈会上 ,甘阳先生问

我说 ,前面的 50 页是不是最后写的 ,我说没错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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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这样做 ? 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 ,在西方的研究

当中 ,重新讨论帝国是重要的趋向之一 ;在中国研究

领域内 ,这个取向当然与发现中国的多样性有关系 ,

也和对民族主义范式的批判有关系。但是 ,在一些学

者那里 ,中国的多样性似乎是分解的根据 ,也就是说 ,

他们由此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按照他们

的叙述 ,蒙古 ,中亚史的一部分 ;西藏 ,中亚史的一部

分 ;满洲 ,满蒙史的一部分或者殖民史的一部分 ;西南

少数民族与中国的关系不过是汉族中心主义和皇权

政治高压的结果。这些叙述当然有其政治含义 ,但在

学术上并不是没有它的根据和更为深刻的理论/ 政治

背景 ,我们不能简单地在政治层面上展开辩论 ,这是

说服不了人的。有人说 ,中国是一个儒学文化的王

朝 ,没有西方帝国的暴力性质 ,但清代西南的苗民起

义及其被残酷镇压 ,清代征服西北的准噶尔 ,打得如

此惨烈 ,我们看一看魏源的《圣武记》,也能从中知道

个大概 ,这不是征服王朝吗 ? 这些问题都在一些研究

中被提出来了 ,这些研究作为学术而言是应该严肃面

对的。我这么讲 ,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具有政治性。

但是 ,只有在历史和学术的层面展开 ,我们才能把握

问题的复杂性 ,而不致在批评别人的简单化时落入另

一种简单化的逻辑。

从当代的角度看 ,这些研究与全球化过程中的转

化过程有关 :苏联帝国瓦解了 ,南斯拉夫瓦解了 ,奥斯

曼帝国的中心地区土耳其要求加入欧盟 ,而欧洲正在

向着一种帝国型国家转变。很多历史学家把这些经

验再次投射到中国历史。为什么我要在导论中讨论

帝国 —国家二元论的问题 ,原因之一当然在此。但还

有一点也应该说明 :“帝国”这个词并不是我们的发

明 ,它在晚清时代被重新发明 ,并进入现代汉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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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把它视为单纯的外来

词而拒之门外。简要地说 ,我认为当代学术对于我们

习惯的中国观的讨论有它的道理 ,但在根本上两者是

同构的 ,即都在民族主义知识的架构内讨论中国与少

数民族问题。在这个方法论的前提下 ,中国历史中的

那些最具有独特性的文化、制度和价值反而被完全忽

略了。用一种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叙述取代那种僵

化的中国民族主义叙述 ,同样不能超越民族主义和民

族国家叙述的基本框架。正因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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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结合回答曾亦先生的问题 ,以公羊学与少

数民族王朝的正统性为例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曾亦

先生有关清代公羊学的问题非常具体 ,他特别提及家

法的重要性。我在讲公羊学的时候并未忽视家法问

题 ,上卷第二部的开头一节就集中在学术史的讨论

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错综纠葛 ,单纯的家法、单纯

的学术史方法 ,或者单纯的政治史和社会史方法 ,都

不可能说清楚其中的奥妙。一般来说 ,经学史上对庄

存与、孔广森的经学评价不是很高 ,直到刘逢禄重新

以何休“三科九旨”阐释《公羊传》之后 ,今文经学才逐

渐确立自身的家法。皮锡瑞和其他经学史家大致持

这样的看法。但是 ,家法的重要性是在今古文经学的

对峙中被强调的 ,而在廖平等人严分今古之前 ,今文

经学和古文经学往往相互交错 ,即使存在差异 ,也没

有晚清时期的那种今古对立的格局。学术史上讲今

文经学 ,从常州学派讲起 ,但严格地说 ,清代学术史上

的今古问题是很晚的问题 ,在当时并不成为真正的问

题。因此 ,如果我们过度地将早期今文经学问题局限

在家法问题上 ,未必能够揭示这一时代今文经学的真

正意义。

例如 ,“内外例”是今文经学的主题 ,但在“三科九

旨”中居于“通三统”、“张三世”之后 ,为什么这个主题

在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中如此突出呢 ? 这部著作没

有按照“三科九旨”的方法来叙述。庄存与在内外问

题上的看法与《左传》传统固然不同 ,其实与《公羊传》

也是有差别的。那种将夷夏相对化的看法与西汉董

仲舒《春秋繁露·竹林》中的说法倒有些相似。我们知

道 ,清代今文经学到魏源以后才从东汉的传统转向西

汉的传统 ,康有为及其《春秋董氏学》是最明显的例

子。在刘逢禄之后 ,东汉之学是主流 ,但庄氏之学与

东汉之学的关系倒是模糊的。因此 ,从经学史上看 ,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理解和处理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

和它的某些关键表现是合适的 ,那种局限于家法的方

式反而是从今古对立的氛围中产生出来的 ———这不

是说不要重视家法 ,而是要把他们的家法与具体的社

会语境关联起来 ,才有真正的解释力 ,否则 ,我们怎么

解释像龚自珍的那种并不严守家法的经学方式 ,如何

说明康有为的经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 康有为的经

学及其与政治的关联 ,讨论的人比较多了 ,这里暂且

不论 ;庄存与是朝廷显要 ,他所面对的问题肯定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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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术和学者间的问难 ,经学史的研究往往缩减了公

羊学的意义。

从根本上说 ,“三统”的理论与合法性问题有关 ,

“通三统”不就是要解决清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吗 ? 对

于少数民族王朝而言 ,在多数民族和周边王朝都不承

认它作为中国王朝的合法性的时候 ,运用“三统”理论

重新“别内外”、“通三统”,才有可能建构新王朝统治

中国王朝的合法性。晚清的时候 ,康有为跟革命党人

辩论 ,也批评受革命排满影响的梁启超 ,他对清王朝

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论证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之上的。

因此 ,不理解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不能理解康有为对

中国的理解 ,也不能理解梁启超所说的“大民族主义”

是什么。同时 ,对于汉人士大夫而言 ,在承认清王朝

作为中国王朝之正统的同时 ,内外和夷夏的相对化也

包含有某种要求满汉平等的意义在里面。“讥世卿”

固然是公羊学的基本主题之一 ,但它在清代公羊学中

有着特别的含义 ,这一点与“通三统”这一主题的情况

一样。

经学史上讲清代今文经学都是从常州学派开始

的 ,皮锡瑞就是如此 ,后人也莫不如此。东汉以后 ,今

文经学衰落 ,除了元末明初赵 �γπυ 等个别事例之外 ,好

像今文经学已经彻底中绝 ,直到乾隆晚期常州学派的

出现才重续学统。但是 ,这个看法其实局限在学术史

的范围内 ,也是过分受制于所谓家法的结果。我在书

中讨论了元清两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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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王朝之正统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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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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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是怎么用春秋学和公羊的思想来讨论正统问题的 ?

在蒙古征服宋朝的过程中 ,蒙元帝国是如何考虑将自

己建构为中国王朝的 ? 清入主中原过程中 ,清朝政府

是如何从春秋公羊及其大一统学说中找到灵感 ,来重

新确定自己的政治合法性的 ? 它们相互之间有无脉

络传承 ? 这个脉络在皮锡瑞以来的经学研究中基本

上不存在 ,所谓东汉之后今文经学中绝的判断也是由

于这个脉络的不存在才能够成立的。事实上 ,这个脉

络在政治的实践层面、在礼仪的实践层面是连绵不断

的 ,在少数民族王朝建立自己的正统性时尤为突出。

因此 ,东汉以后今文经学湮没不彰的说法需要一些修

正 ,尤其需要将经学与政治的视野真正扩展到经学的

那些观念和价值与王朝政治及其合法性之间的内在

关联上 ;家法是进入经学文本的必要途径 ,这一点我

没有异议 ,但若不能在家法及其变化与社会政治语境

之间建立更具有说服力的联系 ,经学研究的意义也就

不那么大了。

三、“西方”内在于我们

丁耘先生谈到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

的问题和洪涛先生提到的以中释中、以西释西问题 ,

大意是相通的。批评西方中心主义很容易落到另一

个西方中心主义之中 ,这的确是显见的。现在大家都

喜欢引钱穆 ,觉得他的知识是真正的中国知识 ,但钱

穆先生的学问也和近代民族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

民族主义史学一方面当然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抗拒 ,

另一方面却也在西方知识的影响之下。章太炎是更

为出名的国学大师 ,但他的民族主义和对佛教、老庄

的阐释 ,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西方的影响 ,他自己的文

章中是谈到过费希特、尼采和黑格尔的。他们在旧学

中长期浸淫 ,功夫不是后代所能企及的 ,但他们与“西

方”的关系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坦白地说 ,我们今天

读起来觉得很顺、很中国的书 ,在另一个历史脉络里 ,

未必就是真正地回到了中国 ;也常常有相反的情况 ,

我们读起来觉得困难的著作 ,并不就等同于离“中国”

遥远了。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转变 ,尤

其现代中国历史的巨大的转变 ,以及我们与这个转变

的关系 ,会缺乏应有的深刻认识。我们常常以为只要

找到一个传统的概念 ,用这个概念来贯穿我们的叙述

就是“以中释中”了 ,对此我是很怀疑的。我不是否认

重新回向传统的意义 ,而是说这个意义依赖于你怎么

处理。1991 年办《学人》时 ,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关于学

术史的座谈会 ,谈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我自己有关

科学概念的研究也是由这种问题意识生发出来的 ,但

最终我认为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找出一个单纯的“中国

方式”是很难真正成功的。

如果“西方”内在于我们 ,那么 ,批判西方中心主

义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不能够假装是一

个外在于西方的“自我”,可以简单地诉诸某个传统对

“西方”加以抗拒。诉诸某个传统 ,说明传统在我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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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果然如此 ,我们作为外在于传统的解释者如何能

够“以中释中”? 从另一个角度说 ,如果“西方”真是外

在于我们的 ,问题就变得很简单了 ,但“西方”内在于

我们 ,而我们也内在于“西方”,从而对西方中心主义

的批判必须是与自我搏斗 ,这个搏斗的过程需要在深

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展开 ,否则 ,“西方”这个概念又有

什么意义呢 ? 不是许多学者已经告诉我们这个“西

方”并不存在吗 ? 这个“自我”因为与“西方”相互渗

透 ,也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个“自我”。从一定角度

说 ,这个关于“自我”(中国、东方、传统等等) 的想象反

而是从内在于我们的“西方”出发才产生出来的。正

由于此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不是一件简单的工

作 ;如果它真的变得简单了 ,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落入

了新的简单化和庸俗化的陷阱。

方法完全跟个人怎么做有关系 ,跟处理具体的问

题有关系。许纪霖先生讲到研究范式的问题 ,我承认

学术研究中是存在范式的 ,但我在研究中不大在乎范

式问题 ,只关注对问题的讨论。范式是和信仰相关

的 ,当某种研究成为许多人效法的对象时 ,我们往往

说那是范式 ,可是这对研究过程而言 ,不那么重要 ,至

少就我来说是如此。我喜欢的概念是独特性的普遍

主义。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如果回到中国特殊

主义 ,这不但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上的投降 ,而

且也是西方中心主义得以确立其霸权的前提。西方

中心主义不正是通过对中国特殊性的确认才获得自

身的霸权的吗 ? 从具体的方法来说 ,我非常同情回到

中国、回到中学来解释历史的方法论冲动 ,也在一定

程度上分享着这种冲动。但是 ,要让这个“回到”的冲

动变得有意义 ,就需要真切地而不是肤浅地理解我们

与传统之间的断裂深度。也就是说 ,只有以这种断裂

的意识为前提 ,我们才能够产生出自我创造的能量。

“文起八代之衰”,韩愈不就是这样来重新追溯道统的

吗 ? 但从方法论上说 ,我觉得不能忽略对其他文化的

真正理解 ,不能离开真正的比较性的、对话性的和阐

释性的视野。我说比较性的、对话性的视野 ,不是庸

俗地主张比较研究 ,而是说只有这样的视野才能理解

我们自身和我们自身的历史 ;这种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越高 ,我们的自我理解的程度也才能达到一个创造的

起点。原因很简单 ,我们无时不在比较之中 ,而这种

比较本身正受限于现代历史赋予我们的局限 ,西方中

心主义何时离开过这种比较呢 ? 西方中心主义早已

是一种内在化的方法。正由于此 ,对于无时不存在的

“比较”的自觉 ,比简单地说“回到中学”等等 ,更为重

要。我说我同情“回到”的冲动 ,是因为我把这种冲动

看作是一个搏斗的过程 ,一个与自身搏斗的过程 ,一

个通过传统中断的历史意识而决心进行再创造的过

程。不过 ,这可能并不是一种真正可以在学术和研究

上普遍化的方法。

大家讲“以中释中”也好 ,批评西方中心主义和反

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好 ,从历史的角度

说 ,都有一个如何理解 20 世纪中国的问题。20 世纪

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很暧昧的世纪 ,“告别革命”就是对

这个世纪的宣判。但是 ,20 世纪一方面是西方中心主

义横行的时代 ,另一方面又是在西潮冲击下获得高度

“文化自觉”的时代 ———所谓“文化自觉”,就是意识到

道统的中断、文统的中断 ,并把对自身命运的理解与

这个“中断”的意识关联起来。“文化自觉”或者“政治

自觉”、“历史自觉”等等 ,首先是对时势的理解 ,即置

身于特定情境中的行动者对于这个情境的自觉 ,对于

这个情境与某种文化理想之间的断裂的自觉 ,以及一

种存亡绝续的冲动。我说存亡绝续是在一个特定意

义上说的 ,不是简单地回到六经什么的 ,而是通过对

时势的自觉而展开的一个再创造过程。没有对西方

的了解 ,没有这个冲击 ,不会出现梁漱溟、张东荪、费

孝通这样的人 ,更不要说出现鲁迅、毛泽东这样的人

了 ,他们意识到了“中断”,所以不愿意盲从 ,而决心在

时势变迁中确认自身的位置和献身的价值。我们今

天讲“回到”传统 ,隐含的意思是否定 20 世纪 ,但否定

这个世纪 ,也就等于否定我们自身、等于否定这个世

纪中国用以确认自身的那些艰苦斗争、等于对变了形

的“西方中心主义”进行再确认。对于 20 世纪的那些

道德否定 ,其实从来没有达到过真正的道德深度 ,那

种否定是置身于历史之外的否定 ,调门再高也是空洞

的。

丁耘先生问及下卷有关科学话语的讨论与上卷

有关政治正当性的讨论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

得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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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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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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这个外部

不能用夷夏之辨加以处理了 :中国的外部不但存在着

灿烂而强大的文明 ,而且这种文明是用一种新的普遍

主义的知识武装起来的文明。为了论证这种儒学的

普世性 ,康有为必须将西方、日本和其他地区有关宇

宙、世界和政教、文化、科学的各种知识纳入儒学的范

畴。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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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近代中国的各种思

想潮流和知识活动恐怕不能离开这个前提。中国不

再是至大无外的、可以用夷夏之辨来解说内外分别的

“天下”了。普遍主义与近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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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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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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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

以特别强调这个认识论及其知识谱系与民族国家的

关系 ,是因为这个关系常常被后续的关系所掩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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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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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格局与前西方时代儒学“万世法”

与“中国”的那种关系已经相当不同了 ———我在这里

用“前西方”的概念替换“前现代”的概念描述晚清之

前的中国 ,一方面是为了摆脱历史叙述中的时间目的

论 ,另一方面也揭示这个时代的重要特点。

但这并不等于说 ,我们通过对这个知识构架的解

构就可以简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主义的问题。

许多后现代主义史学有这个倾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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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以据

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公羊三世说”解说晚清中国

的命运 ,在这个叙述方式中 ,他把那种与太平学说相

互对立的处境、选择和状态放置在必须加以克服的阶

段论内部。这个逻辑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方式使他

在追求民族平等和自主的同时 ,保留了对于某种理想

的忠诚 ———这个理想并不是民族主义可以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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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这一西方范畴无法涵盖的历史内容。在这

个运动中产生的悲剧也具有同样深广的和难以用“告

别”或“彻底否定”的方式加以处理的性质。因此 ,对

于民族主义知识上的批判和否定 ,并不等同于对于一

个极为丰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简单拒绝。民族主义

并不能够囊括 20 世纪中国的一切。如果我们不能从

这个历史过程中学到一点什么 ,而是像今天的许多

“主义者”那样拥抱他们认为最进步的现实和最动人

的学说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亚洲 ,无论是自由主义

还是别的什么批判学说 ———我们大概都无法找到再

出发的起点。这个问题 ,也涉及陈卫平先生提到的马

克思主义的问题 ———20 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

是一个比单纯地检讨马克思的理论是否正确或是否

适合于中国国情复杂得多的问题。在书中 ,我对此涉

及很少 ,书的最后一卷主要处理的是“五四”和稍后一

点时代的历史。关于 20 世纪的研究 ,也就是关于中

国革命的研究 ,我自己刚刚开始摸索。但我的确相

信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在这个研究中一定会占有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问题有些关系的 ,是罗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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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他提到我在书中所说的“反现代性的现代

性”这个问题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些不同类型的思

想都包含这个特点的话 ,那么 ,我们如何找到走出现

代的道路 ? 他的问题集中在最后一册 ,尤其是关于科

学话语共同体的问题。的确 ,如果不仅是科学家共同

体、胡适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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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我常常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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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现代/ 中国/ 思想/ 兴起

最后 ,回到标题的问题上。这个标题 ,我知道很

多人会疑惑 ,在一定程度上 ,我就是有意让人感到疑

惑 ,尤其是在读完我的书后感到疑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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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可以把它解释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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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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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定大家读完这本书 ,对现代也感到怀疑 ,对中

国这个概念的界定提出追问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达

到了它的目的。我注重的是一些要素反复呈现 ,而不

是绝对的起源。“生生之谓易”,这是古老的宇宙观 ,

对我而言 ,“兴起”的意思也就是“生生”的意思。我没

有把所谓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看成类似京都学派那

种以宋代为开端直到现代的一条线。这个意思是什

么呢 ? 就是颠覆现代性本身的稳定性。也有人认为 ,

应该彻底地抛开这个概念 ,但我觉得还必须跟它纠

缠 ,在纠缠的过程中颠覆它的稳定性。

我的确在批评关于“中国”的各种论述 ,但我不是

站在虚无主义的立场上解构这个概念 ,恰恰相反 ,我

强调了“中国”概念的重要性 ,只是我的强调方式与各

种常识的方式都不同。我一方面批评西方最近一段

时期以来流行的一套说法 ,比如 ,我前面提到的那种

从少数民族史的角度挑战中国认同的方式 ;但另一方

面我也对传统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 ,然

后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这一套自明的谱系提出

了挑战。我在导论中特别提到儒学、特别是理学的兴

起包含了对于历史中断的思考和接续传统的意志。

在这个意义上 ,我把连续性放置在断裂性的前提下思

考 ,放置在一种历史主动性的视野中思考 ,从政治的

角度说 ,也是放置在合法性的不断建构过程中来进行

理解。以断裂性为前提思考连续性的问题的意思 ,就

是不是把延续性理解为一个自然过程 ,延续性是和历

史中的主体的意志和行动相关的。因此 ,历史充满了

变化 ,所谓时也势也 ,但这些变化不等于取消“中国”

的意义 ,而是把“中国”的问题与某种主体及其运动关

联起来了。“中国”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存在 ,也不

是一个外在于特定的历史主体的客体。我希望找到

一个更具有弹性的方式、更具有历史说服力的方式说

明这个问题。我在讨论帝国问题时对于多元性和认

同问题的关系的探讨 ,也就是一种尝试。对于一种更

加有弹性的社会体制的可能性的探讨 ,当然也是对民

族国家这个体制本身 ———高度集权化的、形式化的体

制本身 ———的一个批评。

(本文作者 :汪 　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王 　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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