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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我们选择的问题、题目和论点不该局限于来自西方的时髦理论和问
题。那样的话，中国研究将永远只是一个西方政治和思想的附属品，并
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论点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脱节和背离。我们需要破
除过去对中国研究影响深远的非此即彼西方 VS.中国二元对立框架。
我们应该返回我们研究的主题——中国——而由它的实际来塑造我们
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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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意识：
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 黄宗智

［内容提要］本文先从问题意识的角度回顾了美国战后三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进而把那些研究置于
近三百年来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大框架之中来分析。目的是要证明中西方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是
怎样主宰了那些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们所提出和没有提出的问题，怎样塑造了他们对问题的解答，有时候甚
至促使他们违反现有的经验证据。本文论证，在一个现代的中国，中西的相互渗透，包括对西方的选择性
重新理解和对两者的调和，而不仅仅是两者间的冲突与矛盾，乃是必然的给定实际；在两者间做出非此即
彼的选择在实际层面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理论建构的层面上方才可能。正是对后者的坚持导致了不少
违反经验证据的研究和论点。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
元建构，诸如现代 VS.传统、工业 VS.农业、城市 VS.乡村、市场 VS.人口、市场 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 VS.实体

非理性法律、普适 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排
除、非此即彼的。
［关键词］问题意识 “共产主义中国”VS.“中国” 现代化 VS.革命
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 VS.中国中心主义

新

后现代市场主义

我们的问题意识——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

在美国的学术研究中尤其如此，因为它几乎

心问题——可以说是学术工作中至为重要和决

在所有的学术刊物中都设定了一个固定的格式：

定性的组成部分。它设定了我们想知道什么，以

要求研究者先说明其所要解答的问题，一般多涉

及我们所想问和没有想问的问题。它把我们的

及某某理论，而后围绕一个中心论点来提出其经

探照灯照向某一个方向，由此而在相当程度上决

验证据。这样的格式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学术有

定了我们会找到什么。

一定的不同（譬如，英国比较强调经验主义的学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Philip C. C. Huang，Renmin Uni⁃
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Department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

*感谢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白凯（Kathryn Bernhardt）、白德瑞（Bradly Reed）、马克·塞尔登（Mark
Selden）和张家炎的仔细阅读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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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和最近几年才开始模仿美国规范的当代

意识，都严重违反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实际：即不

中国学术有一定的不同。当然，问题的实质内容

可避免的古今、中西混合。

要远比格式重要，因为它常是学者们代际或国际

这个不仅是美国（和不少其他西方）的中国

间的主要不同所在。

研究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本身的中国研究的问

本文先是根据笔者自己五十多年来参与其

题，后者也许更加如此。现代中国的学术大多受

中的经验而写的关于美国战后三代学术所处理

到西方的建构和问题意识的影响。譬如，之前中

的主要问题的简略叙述。目的不在争论所有美

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便试图用一个来自西方的

国学术都可以被纳入这些问题，而是要说明这些

分析框架来理解中国。其后在近三十多年中，则

是每一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们所试图处理的问

试图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来理解中国。同时，两

题。此部分意图不在详尽的文献综述，而在借助

者都触发了对其一定的反动，即坚持必须用本土

笔者最熟悉的领域和研究来阐明本文的论点。其

的概念来理解中国，拒绝西方的理论和框架。

意图也不在否认偏重经验或求真研究的学者多不

本文论证，我们需要把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架

会参与讨论那些理论-意识形态问题，他们常是这

置于一旁，而从现代中国不可避免地是由中西相

方面的“沉默的大多数”，但我们仍然需要批判性

互渗透所组成的实际出发。对这个基本实际的认

地剖析那些最具影响力的著作，这是因为其影响

识，是摆脱过去从过分简单化的源自西方的问题

力多源自某种理论或意识形态潮流。我们需要

意识和理论出发的第一步，避免其所导致的对中

清醒地认识自己工作的思想环境，这样才能更好

国的严重误解，避免其甚至把想象中的或夸大了

地区别自己的研究和可能是被误导的“主流”。

的实际投射于中国。这样，方才能够走向建立中

这里需要连带说明，根据每一代最具影响力

国研究在理论层面上的主体性，正如不少优秀的

的著作的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化，有的可能有意

中国研究学者早已提倡的那样。如此方能促使中

或无意地违反现有经验证据来论证自己所想得

国研究，不仅在西方也在中国，得能更符合中国实

出的某种答案。与此不同，真正求真的学术，即

际，并把其置于一个真正的全球视野中来理解。

便是在某种问题意识框架之内所作，仍然可能具

更有进者，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也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如果主要是被意识形态

可以见于一系列其他相关的二元建构，诸如现代

所推动的研究，其学术价值会伴随某种时尚意识

VS.传统、工业 VS.农业、城市 VS.乡村、市场 VS.人

口、市场 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 VS.实体非理性

形态或理论潮流的没落而消失。

法律、普适 VS.特殊等。历史的视野要求我们把

在梳理了关于过去的研究的问题意识之后，
笔者将把其置于现代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历

这些二元视作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而不是相互

史中来论析。在我看来，它们体现的是一个特别

排除、非此即彼的。本文将提出一些具体的例子

顽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乃至于一直都特别突

来阐明笔者所提倡的研究进路。

出要么是西方的优越性，而中国只不过是其对立

一、
“共产主义中国”VS.“中国”

的“他者”，要么是像最近一代那样强调中国和西
方是相等的、一样的，甚或更优越的——使用的
其实仍然是原来西方的标准和非此即彼的二元

笔者在华盛顿大学（位于西雅图，以下简称

框架。两种论点基本都来自西方的理论和问题

“华大”
）读研的时候（1960 年—1966 年），中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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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大问题是怎样理解“共产主义中国”。许多

学者。研究所的学术成果包括张仲礼关于中国

汉学家进入中国研究领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

“士绅”阶层的两卷本（Chang，1955，1962）、萧公

化的爱好和认同，尤其是其（精英阶层的）
“大传

权关于十九世纪国家对农村的控制的大部头研

统”，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明显拒绝了那个传统

究（其实是一项奠基性研究，更像一本参考书而

而拥抱了马列（共产）主义，并且是在“冷战”的大

不是意识形态化的著作）
（Hsiao，1960），以及麦

环境中作出了那样的选择。研究中国的学者该

格尔和张仲礼的《太平天国叛乱：历史与文件》两

怎样来应对两者间的巨大分歧？一个是可恨的，

卷本（Michael and Chang，1966，1971）。它们都是

另一个是可爱的；一个是对美国友好的（蒋介石

重要的学术贡献。
华大中国研究的另一维度是魏特夫（Karl Au⁃

的）
“中华民国”，虽然是软弱的，另一个是与美国
敌对的共产主义中国。那些深层的矛盾在当时

gust Wittfogel）。他当时每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来华

的具体体现是美国是否该承认共产主义的中国

大工作一个学期和从事其“东方专制主义”研究。

并支持其进入联合国（拒绝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

与华大的其他教员不同，他不是一位中国文化的

府），还是像美国的右翼政见（被朝鲜战争进一步

爱好者，而是一位深深憎恨“极权政权”者——对

激化和扩大）主张的那样，仍然支持其盟友国民

他来说，纳粹主义（他曾亲历其害）、共产主义（虽

党和蒋介石及其在联合国的位置？

然他曾加入德国共产党）和“东方专制主义”都是
被合而为一的“极权”敌人。
（Wittfogel，1957）

在华大，当时的主要“右翼”中国研究中心，
答 案 主 要 来 自 该 研 究 所 的 正 所 长 泰 勒（George

华大的敌对方是费正清在哈佛的比较开明

Taylor）和副所长麦克尔（Franz Michael），他们坚

和没有华大那么“右”的中心。他们的主要著作

持“共产主义”是完全外在于中国文化的，是一个

是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的《中国的共产主

完全由莫斯科控制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所强加

义和毛泽东的兴起》，它与华大的观点对立，论证

于中国的。泰勒和麦克尔主要在他们的教科书

了“毛主义”的中国特征。对史华慈来说，
“ 中国

《现代世界中的远东》中宣扬这个意见，该书把毛

的共产主义”主要把原来的目的是在工业世界的

泽东描述为一个完全追随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

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重新理解而适用于中国的

者，他不具有任何理论创见，只因为他侥幸获取

农民社会和农民革命。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因

了党和军队的统治权而由此“征服”了中国。
（Mi⁃

此并不是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国际阴谋，而是在

chael and Taylor，1964［1956］：412，423，430，432）

毛泽东的领导下逐步独立于莫斯科的革命运动

笔者对当时为他们的课程当助教的经历记忆

（Schwartz，1951）。他的论点被表述为共产主义

犹新。

的“中国化”而引用于哈佛的教科书《东亚：现代

当然，华大的“远东和俄国研究所”
（Far East⁃

的 大 转 型 》（Fairbank，Reischauer，and Craig，

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的所作所为并不仅止于

1965［1960］：851，855）和《美 国 与 中 国》之 中

（Fairbank，1972［1948］）。

此。它同时还集合了当时的一些优秀的中国研
究学者（包括来自中国的华裔学者）来从事有实

对这个（美国的）
“中国问题”的关心无疑是

质性内容和价值的研究，而其中的一位主要学者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中国研究的问题意识的

便是（笔者的导师）萧公权（Kung-ch’uan Hsiao）

核心。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比较纯粹的学术著

老师，一位无论在什么样的标准下都是世界级的

作，而且双方都致力于提高其学术水平、扩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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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其图书馆藏书，以及培养新一代具有更好语

与此不同，当时中国研究领域的明星似人物

言训练（中文和日文）的下一代青年学者，而又同

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

时相互竞争试图获取更多的“国防教育法”
（Na⁃

伯克莱校区），虽然也同样关注到中西文明关系

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以及福特基金会）

的问题，但采用的却是中西二元截然对立的概念

的研究机构资助和研究生的外语学习和实地研

框架。在他关于梁启超的第一本研究中，其基本

究奖学金资助。

论点是这样一个公式：梁在思想上已经脱离了中

上述的“中国问题”不仅比较明显地影响了

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则仍然与其纠结（intellectually

以上的那些中国研究，也不那么明显地影响了其

alienated from his tradition，but still emotionally tied

to it），而其思想的主线是要试图“埋没历史与价值

他的研究。譬如，在中国的“士绅”阶层方面，华

间的冲突”
（smother the conflict between history and

大的主要论点是，其基础主要寓于其所承担的处
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功能，而不是像马克思

value）
（Levenson，1959［1953］：1-2，34-51）。在

主义理论所设定的那样，是基于“生产资料”
（土

其后来的《儒家思想与其现代命运》三部曲中，他

地）的占有的“统治阶级”。那是一个和魏特夫的

试图把这个公式从思想 VS.感情，改为主观意义
VS.客观意义（subjective significance VS. objective

“东方专制主义”主要源自治水功能相契合的论
点，也是一个认同于中国士大夫阶层，其“学者官

significance）：即由于其价值观和制度的解体，儒

员”和大传统的汉学家们所欢迎的论点。而且，

家思想已经不再具有客观意义，只具有主观意

它是一个具有一定实质性经验证据的论点，虽然

义。
（Levenson，1972［1958，1964，1965］：x-xii）

它并没有能够证实土地占有并不重要。

列文森的高度概念化和理论化而不是扎根

“中国问题”在思想史领域也具有不那么明

于经验证据的研究所反映的其实是，西方长期以

显的影响。在史华慈的第二本主要专著《探寻富

来把西方和非西方截然划分为二元对立的思维

强：严复与西方》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先前的研究

框架——这是一个贯穿西方启蒙时代以来关于

方法的延续，即探究中国是怎样重新理解和阐释

中国的思考的基本框架（下面还要讨论）。他认

西方思想的：此作证实，严复对西方的一些经典

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反映了儒家思想之从

自由主义著作的翻译和阐释并没有集中关注个人

历史舞台完全退出：从此“价值”将隶属于西方而

相对国家的自由（那是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核

不是中国传统。如果史华慈关于严复的研究展

心），而是特别关注自由怎样释放了个人能量并把

示的是试图超越简单的中西，以及共产主义和西

其凝聚为促进国家富强的群体力量。史华慈并更

方自由民主的二元对立，列文森的研究显示的则

进一步论说，在严复对西方的重新理解中，我们可

是这个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对美国的中国研究

以看到某种类似于托克维尔（对美国的观察）的那

的强大和深层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第二代和第

种现象，即一位外来者更能够洞见本土人所看不

三代的研究中将更为明显。当时，列文森的研究

到 的 ，即 西 方 的 一 种 基 本 的“ 浮 士 德 式 性 质 ”

似乎比史华慈的影响要大也更为广泛地被阅读，

（Faustian character，即为知识和权力而把灵魂卖

但实际上则远远没有后者那样持久的学术价值。

给了魔鬼）。
（Schwartz，1964）它是一本罕见的著

这些著作也说明，高度政治化的“中国问题”

作，既受到当时的问题意识的影响，也展示了如

已在逐步淡出。197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

今半个世纪之后仍然具有洞察力的研究进路。

国正式取代“中华民国”，终结了之前西方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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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现代化”
（why China failed to modernize）。莱特

革命胜利的历史实际的意识形态化否认。继之
而来的是 1972 年的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以及

写道：
“ 是因为现代化的必需条件和儒家追求稳

1979 年的正式建交。那些历史事件标记着美国

定的要求直接冲突”。
（Wright，1966［1957］：9）虽

战后第一代中国研究的主导问题的没落和消

然如此，莱特的研究是如此地扎实和详尽，即便

失。伴随是否该承认中国共产党胜利的实际那

是在其问题意识的局限之下，也不失为一本具有

样的问题的退出，深一层的，关于怎样去思考中

长远价值的学术贡献。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的新趋势是对

国的过去和现在的问题将会浮出水面。

现代化范式的挑战。它是伴随反越战运动而来

二、革命 VS.现代化

的：美国真的是像官方表达的那样为了现代化和
民主而介入越南内战的吗？还是，是代表帝国主

即便是在承认中国与否的问题消失之前，美

义而与革命和民族解放（有的人把其表达为美国

国的中国研究已经显示了对“现代化”范式的深

威尔逊主义下的“自我决定”
［Wilsonian Self-de⁃

层认同。它主要被理解为资本主义 + 自由民主

termination］）斗争而战？对年轻的一代（包括费

的发展，是冷战时期赖以与苏联和中国所倡导的

正清在哈佛的一些学生）来说，这当然也包括对

社会主义革命抗衡的理论／意识形态。两者之

中国革命的理解：它不仅是一个中国化了（由上

间的斗争行将成为主导美国中国研究的问题。

而下）的马列主义，更是一个人民的反帝国主义

现代化范式早已可见于一系列不同的研

解放战争。这些新的视野是伴随西方的马克思

究。首先，在外交史领域，被费正清设定为一双

主义和受其影响的理论而来的。在之后的二十

二元对立的建构：即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平等关

年中，具有影响力的著作几乎都必需考虑到马克

系理念（虽然是在帝国主义凭借侵略和战争而攫

思主义对现代化范式的挑战。

取“不平等条约”的历史实际之上的建构）VS.中华

在现代化主义的一方，早期的理论概括主要

帝国的“民族优越感”
（ethnocentrism）、
“ 中国优越

依据关于西方发展经验的如下设定和概括：认为

感”
（Sinocentrism）和“ 朝 贡 关 系 ”
（tributary rela⁃

其是，或者应该是一条普适的从“传统”到“现代”

tions）。这个框架也被运用于费正清指导下的一

的演化道路，它的主要特征包括（资本主义的）工

系列专著，包括张馨保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

业化、自由民主、城市化、专业化、理性化、高效

争论该战争的导因主要是“文化冲突”而不是鸦

化、蓬勃动力化等。 ① 正是那样的范式指导或影

片（Chang，1964），徐中约的总理衙门研究——特

响了上述第一代的学术。它是第二代的“主流”

别突出“中国之进入民族国家的大家庭”
（Hsü，

学术的基本范式。

1960）等著作。和费正清一样，张馨保和徐中约

与中国有特别关联的是两位经济学理论家，
他们后来于 1979 年同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把“朝贡关系”设定为现代主义的国际关系的对

首先是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他具体讨论的

立面。

虽然主要是印度而不是中国，但他可以被视作 20

现代化主义也可见于其他重要著作的问题
意识，如莱特（Mary C. Wright）关于“同治中兴”以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绿色革命”的理论家，

及费维恺（Feuerwerker，1958）关于盛宣怀和“官

倡导的是个人创业和技术更新的农业发展模式，

督商办”的研究，其焦点都在“中国为什么没有能

针对的是苏联和中国的集体化农业。
（Schultz，
□
159

2016/01

开

放

时

代

1964）他还特别强调，劳动力过剩（他把其定义为

另外，还有学术方面的重要贡献，如英国的

一个稻草人，即零价值的劳动，而不是人地的相

汤普森（E. P. Thompson）关于英国劳工和其阶级

对压力和劳动力的隐性失业）其实并不存在。刘

形成中的文化维度的研究，深深影响了其后的劳

易斯（W. Arthur Lewis）则聚焦于发展中国家所谓

工研究（Thompson，1991［1963，1968］），以及法
国年鉴学派的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

的“二元经济”，其“传统”部门是“劳动力无限供
应”的一元（相对于充分就业的现代部门）。但即

durie）等，其著作代表了从精英人物的政治史和

便如此，伴随个人创业、技术更新以及市场机制

思想史转入新的底层“小人物”的社会史研究（Le

的运作，如此的经济必定会进入一个“拐点”，之

Roy Ladurie，1974）。

后其二元经济将会被整合为单一的现代经济，其

在中国研究中，历史社会学家蒂利（Charles

劳 动 力 资 源（以 及 其 它 资 源 都）会 得 到 最 佳 配

Tilly）可能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理论家，这是因为其

置。
（Lewis，1954，1955）舒尔茨凭借理论而排除

同时使用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理论（下面还

了中国相对人多地少的问题，而刘易斯则一开始

要讨论）资源来批评现代化主义、其对马克思主

便直面该问题，但即便如此，刘易斯认为，这是一

义理论的创新性使用（如“阶级联盟”
［class coali⁃

tion］和“集体行动”
［collective action］）以及其关于

个现代化必定会克服的问题。这样，他最终也接

现代国家机器的（起源和）建造（modern state mak⁃

受、参与了普适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建构。两人

ing）理论（Tilly，1975a，1975b，1975c）。此期间

等于是共同凭借理论而排除了中国自身称作其
“基本国情”的现实，而且完全无视 20 世纪 30 年

的一个对中国研究意义特别重要的论争是新自

代 以 来 三 代 美 国 优 秀 学 者 卜 凯（John Lossing

由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理论家波普金（Pop⁃

kins）等所积累的研究成果。当然，这里不是要争

1976）的批评：农民集体行动的动力到底是来自

Buck）、何炳棣（Ping-ti Ho）与珀金斯（Dwight Per⁃

kin，1979）对 实 体 主 义 理 论 家 斯 科 特（Scott，

论人口是决定性因素，而是要说明市场机制并不

个人的“理性利益”的追求还是农民社区为了“生

能排除人地压力因素；两者是互动的而不是非此

存权利”而对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的入侵的抵

即彼的——此点将在后面进一步澄清。

制？斯科特所代表的是在现代化主义和马克思

以上的理论组合被伴随反越战运动而兴起

主义之外的“第三”选择：即实体主义理论传统

的左派学术所挑战。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原作之

（如恰亚诺夫［A. V. Chayanov］和波兰尼［Karl Po⁃

外，还有一系列的，大多是来自中国研究领域以

lanyi］）。双方分别代表日益众多关乎中国革命和

外的左翼的理论家和史学家。经济学家弗兰克

民众运动的研究中的两个重要的理论传统。它

（Andre Gunder Frank）提出了“依附理论”
（Depen⁃

们是从政治史和思想史转向社会史的大潮流的

dency Theory），争论在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介入

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研究之进入社会科学

和美国的援助并没有导致现代化的发展，反而促

——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经济学——

使其长期陷入“依附”关系和“欠发展”
（underde⁃

的大倾向的一部分，促使各大中心都吸纳了各个

velopment）状况。
（Frank，1967）他的著作之所以

不同学科中的中国专家。这些新的趋势进一步

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其所指出的显然

丰富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是真相的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其简单化了的夸大

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当然是美国在越南所扮
演的角色。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和 70 年代的反战

使其论点变得更为直白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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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引发了一整代的学者的政治化，导致美国学

学习和攻读学位，偶尔还有人员在那里为中情局

术总体和其中国研究明显的左倾转向。在那个

征募新人员。②作为一个在冷战中成长起来并且

理论-意识形态的变迁之中，以及社会科学中的

原先是因为“国防”需要而建立的研究机构，这其

区域研究和史学中的社会史的兴起之中，最主要

实是一个不足为奇的现象。论战始于研究生佩

的大问题无疑是现代化 VS. 革命。如此的问题意

克（Jim Peck）写给中心（社会学）教授傅高义（Ez⁃

ra Vogel，后来是继费正清之后的中心第二任主

识主导了一整代学术领导者的研究，如塞尔登
（Mark Selden）和他关于“延安道路”的历史社会

任）的一封公开信，质问哈佛和中情局的关系以

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捕获了延安时期中国共

及其可能与美国越南战争政策同谋的关系。费

产主义运动是怎样在一个边远的贫穷地区成功

正清的回复是，学术研究必需具有“包容性和公

地动员了农民并创建了一个士气高昂、相当高度

开性”，对中情局人员的包容，其性质无异于当时

平等的新社会和政府，一个能够高效地执行人民

哈佛对作为共产党员的某些欧洲学者的邀请（来

战争和革命的实体（Selden，1971），和周锡瑞类似

哈佛做学术报告——所指的应该是研究中国工人

地使用年鉴学派“总体历史”
（total history）的方法

运动的法国名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但是，

于地方层面（湖南与湖北）的（晚清的）改革与（辛

据他所知，中情局人员并没有在哈佛进行征募新

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说明其社会基础主要在城

人员的活动。继之而来的是研究生利文斯顿（Jon

市的追求西方化的精英，与广大的农村人民几乎

Livingston）致费正清的公开信，具体说明在他认识

完全无关。
（Esherick，1976）它们预示了一整代的

交往的学生中，便有数位有过被征募的经历。由

“新社会史”研究的来临，代表的是一个有意识地

此，利文斯顿尖锐地提出，学者们对一个“灭绝（越

从外交史、思想史和大人物研究转向民众研究的

南）民族的战争”
（genocidal war）以及“卫护蒋介石

趋势。它们大大丰富了美国的中国研究。

的独裁”的政策应该肩负一定的道德责任。利文

该代的学者中有不少既是学者也是政治行

斯顿还提到美国政府当时的兵役规定对学生的

动者。他们聚合起来组织了“关心亚洲（问题）学

切身影响的问题。傅高义对此的回复是，
“ 感情

者委员会”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

不能替代理智”，
“在政府之内工作”来“试图改变

在亚洲的帝国主义行为。会员包括几乎所有 20

当时双方都曾一度提到把论争导向建设性

ars，CCAS），其宗旨是反对越南战争和批评美国

政策”是比“纯洁的道德”更好的选择。③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各大中心的

活动的可能，特别是建立一个定期讨论的平台并

研究生的领导者。他们出版了《关心亚洲（问题）

组织关于各个研究中心和政府间的关系的系统

学者通报》学刊，提供了许多关于亚洲、美国政策

研究，但是，结果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论争基

以及中国和越南革命的相关研究，多是比较激进

本结束于和其肇始时同样对立的状态。在那样

的，并常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的背景下，现代化 VS.革命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

当时的现代化 VS.革命这个主要问题，曾被

几乎是必然的，而且不仅是理论上的对立，更是

具体化为一个围绕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亚洲研究

政治立场和行动上的对立。有的学生运动的领

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论战。其事实背景是，在哈佛

导后来完全脱离了学术界，有的则继续做研究，

的亚洲研究机构中，有中情局的人员参与，有的

其中有的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名义而进行研究

作为研究人员在那里工作，有的作为学生在那里

的（其马克思主义多是在野的批判性学术理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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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政权推动的意识形态），有的则主要从事

形态和学术研究的转向，主要是新保守主义的兴

进步的 ／ 批判性的学术研究。其中有不少人后

起。它是之前的现代化主义的重组和更新，并在

来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但人人都几乎不可

倡议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内容上，只

避免地多少受到对立的现代化主义 VS.革命问题

有比之前更加原教旨化。它是伴随全球化资本
+ 国外廉价劳动力的跨国公司模式，扩张到主宰

的影响。
《批判性亚洲研究》
（Critical Asian Studies）是

全球经济的地位而来的，并导致了美国的阿富汗

CCAS“ 通报”后来采用的名称，是一份重要的、一

和伊拉克战争。到 20 世纪 90 年代，它已不再受

直维持至今的学刊，但它已经不多涉及中国，主

到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的约束，在苏联和东欧

要关注的是其他的亚洲国家。至于当代中国，主

的党国体制的崩溃下，成为一个带有得意洋洋的

流的刊物一直是早年由中情局资助（通过其所谓

凯旋意识的意识形态大潮流。

的“ 文 化 自 由 代 表 会 议 ”
［Congress for Cultural

在学术界，首先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

Freedom］和“法弗德基金会”
［Farfield Foundation］

兴 。 其 主 要 代 表 是 哈 耶 克（Friedrich August

Hayek，1899—1992），他成为美国 1981 年到 1989

傀儡组织）的《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
（Mac⁃
Farquhar，1995：692，696）④

年的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 1979 年到
1990 年的首相撒切尔（Margaret Hilda Thatcher）所

在那样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环境下，非此即彼
的二元对立几乎不可避免。而“革命”范式不仅

最推崇的经济学家。早在 1948 年，哈耶克在其

在美国也在中国，是和其现代化主义敌手同样地

《个人主义与经济体系》中，便从对新古典的课本

是一个全面化和普世主义化的建构。两者不可

经济学的有力批评出发，论证其分析是多从掌有

避免地不仅是学术-理论的，也是政治-意识形态

完全信息的完全理性个人以及纯竞争性的市场

的立场和观点。在美国的两者对立中，它们占据

的设定出发的，但实际是，人们和市场绝对不像

了中心地位，掩盖了（我们回顾起来可以看到的）

其所设定的那么完美。因此，它代表的只是一种

与中国实际更为紧密相关的问题，譬如，日益显

“伪个人主义”。同时，新古典课本经济学过分依

著的城乡差别问题——从 1952 年到 1979 年，城

赖数学模型、
（供需）平衡分析、建构的理论以及

市工业产出一直相当快速地以平均每年 11%的

对自然科学的模仿。他争论，正是那些倾向最终

速度增长，而乡村农业的年均增长率则只是 2.3%

导致了极端的科学主义，特别可见于共产主义国

（相对于 2.0%的人口增长率）。又譬如，在二十多

家的计划经济。经济学需要的是“真正的自由主

年的革命运动之后，人民生活水平并没有显著提

义”，即直面个人和市场的非完美实际，但仍然据

高的问题。也就是说，问题是中国要怎样才能做

此认识到即便如此，依据个人的选择和市场的价

到不仅是“革命”的目标，也是“现代化”
（特别是

格信号的经济体系乃是人类迄今所看到的最好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而不只是其中之一。

的体系。
（Hayek，1948）

哈耶克在 1974 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

三、西方中心主义 VS.中国中心主义

时是和瑞典的“左派”经济学家缪达尔［Gunnar

（一）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大潮流和里根、撒切尔的特别推崇下

Myrdal］分享的），但其影响要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美国呈现了新的意识

才达到顶峰。据说，撒切尔在 1975 年保守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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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讨论该否采纳一条经济上的“中间的道路”时，

哥大学教经济与法律课程时便已启示了其内

从其手提包里拿出了哈耶克的《自由的宪法》一

容。它继承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前置公理

书 ，拍 在 桌 上 ，宣 称 ：
“ 我 们 相 信 的 是 这 个 ！”

——市场经济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机制，而后添加

（Ranelagh，1991：ix）至于里根，他曾宣称哈耶克

了私有产权是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条件的论

164）。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原教旨自由市

经济与法律）和诺思（Douglass North）两人都和哈

是对其影响最大的两三人之一（Anderson，1988：

点。科斯（Ronald Coase，和哈耶克同样在芝大教

场经济学正是其与颇具影响力的政府干预性的

耶克同样从（貌似）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出发，

凯恩斯主义的关键不同。在市场 VS.国家的二元

前者特别批评其忽视了公司交易成本的关键经

对立中，哈耶克是坚持听由市场机制运作、反对

济因素，后者特别指出其忽视了国家和法律的关

国家干预的论者。正因为如此，他对里根和撒切

键角色（Coase，1990［1988］；North，1981），共同

尔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强调的是稳定私有产权的不可或缺。科斯在
1991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诺斯于 1993 年获奖，

哈耶克的反科学主义论述的实际效果是，协
助 把 新 古 典 的 课 本 经 济 学 从 对 其 的“ 实 证 主

由此巩固了两人在新保守主义时代的经济学理

义”／科学主义猛烈攻击中挽救过来，把那样的

论界的显赫地位。综合起来，以上的复合理论成

攻击转向了共产主义计划经济。哈耶克本人则

为跨国公司全球化利润追求意识形态的核心。

公开明确地认同于把个人和国家对立起来的古

私有企业 + 市场交易被视作一切经济发展的关

典自由主义——那也是为什么像里根和撒切尔

键。在中国研究领域，这个理论潮流导致了几乎

那样的原教旨保守主义人士特别欣赏他。他给

完全由市场主义主导的经济史研究，迥异于上两

予了所谓的“里根经济学”
（Reaganomics）哲学内

代 以 人 口 问 题 为 主 的 研 究 —— 特 别 是 何 炳 棣
（Ho，1959）和珀金斯（Perkins，1969）的重要学术

容，使其成为新保守主义的核心。
哈耶克对里根和撒切尔的影响甚至超越了

贡献。新保守主义的市场主义理论的意图是完

他 芝 加 哥 大 学 的 同 事 弗 里 德 曼（Milton Fried⁃

全抹掉人口因素，就像舒尔茨所争论的那样。

man）。与哈耶克不同，弗里德曼坚持经济学是一

（二）后现代主义

门跟任何自然科学领域相等的科学（例见其诺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股新保守主义的学

尔奖讲演［Friedman，1976］）。他在 1976 年获得

术-政治-意识形态大潮流是和另一股“激进的”

诺贝尔奖，后被邀请参加里根总统的经济政策咨

后现代主义理论潮流共同兴起和并行的。后现

询委员会，并在 1988 年被里根授予（至高荣誉的）

代主义首先是一个对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在知

“总统自由勋章”。在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两人的

识论层面上的挑战，质疑其对“客观”和“科学”知

联结下，古典和新古典课本经济学（亦可统称新

识和研究的深信不疑。新的批判性转向归根到

自由主义经济学）如今实际上成为一门鱼与熊掌

底来自西方所面临的“认识论危机”：之前，人们

兼得的学科，既批评了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又

一度信仰的是“上帝”所揭示的真理，而后在启蒙

一仍其旧地普遍依赖高度科学主义化的数学模

时代，神被理性和科学所取代，如今则是对科学

式和统计数据。

和理性的质疑，所提出的问题是知识的根据到底

在那样的混和物之上，课本新自由主义还添

是什么的基本性问题。在其最清晰和强有力的

加了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哈耶克早已在芝加

论析中，后现代主义坚持所谓的“客观真实”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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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黄宗智、高原，2015）

不过是一种话语建构，历史其实也不过只是一种
需要解构的文本，不是什么“客观真实”。话语建

但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虽然在一般民众

构才是历史和知识中真正基本的元素。后现代

中影响有限，在学术界却取得了巨大的影响。
“反

主义中最突出的理论家，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

思自身性”
（reflexive）的“批判性”
（critical）学术成

da，1930—2004）和其对一系列主辅对立的二元

为时尚，而且不仅是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之中，也

建构的批判，以及福轲（Michel Foucault，1926—

在不少曾经是唯物主义／科学主义的年长一代

1984）和其所突出的话语的独立性和关键性，是

的左派学者中。至于比较传统的思想史学者们，

对“启蒙现代主义”及其所导致的现代化主义的

他们以为这些对客观主义的攻击是自身的主观

强劲有力的质疑和批判。

主义思想史研究获得更大影响的好机会；同时，

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主题是其“去西方中心”

他 们 也 被“ 话 语 ”和 文 本“ 解 构 ”分 析 概 念 所 吸

论。其中，对关于非西方世界的学术影响最大的

引。这股潮流由此成为强大的潮汐。在中国研

是 萨 伊 德（Edward Said）和 吉 尔 茨（Clifford

究领域，其影响虽然稍滞后到 20 世纪 80 年代及

Geertz）。萨伊德争论，学术最主要的工作是对现

其后，但通过新近信仰或改信仰后现代主义的学

代主义话语的批判和解构，特别是西方关乎“东

者们，扩延到一整代的青年学者——乃至于美国

方 ”的（帝 国 主 义）
“ 东 方 主 义 ”话 语（Said，

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提交文章的目录越来越像

1978）。吉尔茨则论述，学术该做的工作（不是像

是一个后现主义范畴和题目的罗列。

现代化范式那样地追求“客观”和“普适”的“真

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并行兴起把两

实”和“真理”而）是要阐释非西方文化的主观的、

者都置于和之前的左翼学者冲突的位置。后者，

特殊的“意义网络”。
（Geertz，1983）二人志趣相

即便是长期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者，不

近，写作中相互推崇和引用。两人都认为，现代

可避免地被与共产主义政权体制的崩溃相联

化主义的普世主义应该被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

系。对有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哈耶克那样的经

特殊主义所取代，普适性的实证主义研究应被话

济学也许显得没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那么令人

语主义／意义网络主义研究所取代。也就是说，

反感。更重要的是，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

他们的特殊主义是普世性的，是源自普世与特殊

学术领域同样处于新兴的在野地位，而左翼的和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而来的，其用意和其现

进步的（如社会史）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多

代主义对手同样是普世的。

已人到中年并在多个学术领域和高校院系占据

但求真、求实的学术，在我看来，其关键在于

领导地位，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才是后

普世和特殊两者间的关联和互动，不在其非此即

来者、未曾掌权者。而且，新保守主义者与后现

彼。实际无疑既包含普适也包含特殊，既包含话

代主义者相互之间似乎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因为

语也包含实践双维。学术研究的核心正在于根

它们主要分别针对两个似乎截然分开的领域：一

据经验证据来质疑、界定或重构普适理论所带有

个是经济学科，另一个是人文学科，不像马克思

的可能正确性；同时，也是要根据特殊的经验事

主义那么包揽一切。在那样的三分天下局势下，

实，通过连接恰当限定的理论洞见来探寻其更宽

新保守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常常成为敌对左

阔的含义。学术的目的既不简单是普适主义化，

翼学者的同一方。

也不简单是特殊主义化，而是两者间的相互关

在中国研究领域，代表性的后现代主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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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柯文（Paul Cohen）的《发现中国的历史》，

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是相当显而易见的：从 1400 年前后开始，欧洲（尤

把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西方中心的“冲击和反

其是西班牙）白银相对丰富，其后则由于 16 世纪

应”分析模式颠倒过来，争论需要从以中国为中

在新大陆（尤其是在秘鲁和墨西哥）发现白银，白

心的内生动力来理解其过去和近期的历史。
（Co⁃

银价格在西方要比在中国低廉，在 16 世纪欧洲白

hen，1984）这是一个与后现代主义无关但认同于

银和黄金的比价约为 12：1，在中国则是 6：1，其后

在 17 世纪（中国）上升到先是 7—8：1，而后是 10：

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美国学者们所欢迎的论点，也

1，但一直要到 1750 年前后，其与西方间的差值方

是不少中国的学者们所乐意接受的中国中心论
点。在那样的感情性动力上，中国近现代的历史

才消失（见陈昆，2012：第 7-9 页的表）。这就意味

其实不可能只是任何单一方的结果，只可能是两

着白银不仅作为交易货币，也作为商品，从西方

者互动的结果这样一个简单实际，变得似乎无关

（从新大陆经过欧洲或马尼拉）流向中国是有利

要紧。柯文的论点显然是夸大了，但其简单化的

可图的。加上当时中国的丝织产品，以及棉、麻、

夸大，却给予其论点更清晰易懂的威力。

茶、瓷等产品比起西方既价廉（丝织品价格才是
欧洲和墨西哥的三分之一——见陈昆，2012：第 3

（三）后现代市场主义
从学术潮流的角度来考虑，更重要的是另一

页）又物美（由于中国在这方面的早发展），西方

种，由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不同部分

的买商既可以获利于商品的廉价也可以获利于

结合而组成的观点。其所声称的目的是“去西方

其用以支付的白银的更高值。两者相互提高了

中心”化（de-center the West），所采用的不仅是后

其分别的盈利。结果是白银在这期间相当大量
地流向中国。根据弗兰克提供的数字，在 1550 年

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也是新保守主义的

到 1800 年的 250 年间，从西方流向中国的白银总

全球化原教旨自由市场主义。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之前（在 20 世纪

量达到六万吨，也就是平均每年 240 吨。
（Frank，

60 年代后期）曾经因其把现代化主义颠倒过来而

1998：149）对弗兰克来说，这就是证明当时中国

声誉显赫一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凭借其对

是全球最富裕和最高度发达的经济体，是其处于
“全球经济／体系”
（world economy / system）中心

学术潮流异常的敏感性，想重演过去，这回把西
方中心主义的全球经济观颠倒过来，争论中国在

位置的经验证据。

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地位。他借用的在根本

正是从这个经验核心，弗兰克建构了其中国

上是自由市场主义和货币主义，但给予其以去西

中心的 1400 年到 1800 年全球体系“理论”。由此

方中心化的激进包装，由此组合了其新的模式。

出发，他更建构了一个长达五千（乃至七千）年的

（Frank，1998）他的《重新看待东方：全球经济的亚

“世界经济／体系”理论，该体系不仅是一个整合

洲时代》居然在 1998 年到 2002 年间被加利福尼

的体系，而更是具有可以辨析的一系列的“长周

亚大学出版社重印了四次。⑤与其之前的著作同

期”
（long cycles）的体系。其中，从 1400 年到 1800

样，此著作也比较意识形态化和简单化。

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长周期，之后被西方中

其经验证据核心是世界的白银从 1400 年到

心的长周期所取代，但行将再次被以中国和亚洲

1800 年间一直从西方流向中国这个历史事实。

为中心的长周期所取代。如此这般，他批评了所
有此前的论著，包括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

弗兰克本人，因其散射似的写作风格，并没有集

stein）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认为他也是西

中有序地在单一处解释清楚这个现象，但其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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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心的，因为他仅仅关注了西方 1500 年以来的

造了相对廉价的中国产品，而美元（作为如今国

兴起，而弗兰克本人才是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

际贸易的定值标准和储备货币）的丰足促使其价

论者，论证了西方的兴起只不过是全球视野下数

值在西方要低于中国，在美国财政部可以随意印

千年中众多长周期中的一个周期而已。

刷更多美元的现实之下尤其如此。两大因素的

弗兰克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商品（不仅

结合推动了美元大量流入中国，如今已经达到四

因为白银的差价）会比西方的便宜，但这其实也

万亿美元之巨。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积聚了全

是一个很好理解的现象。笔者过去已经详细论

球的财富，而这真正反映的是美国的跨国公司通

证：人地关系的压力促使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副业

过“外包”而借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巨额

生产（使用家庭的较廉价的辅助劳动力，即妇女、

的利润：跨国公司所掌控的是高利润的产品设计

老人、儿童），尤其是蚕桑（和缫丝）以及棉纺织来

和销售两端，把低利润的中间生产环节外包。苹

协助维持生计，由此形成了远比欧洲强韧的农耕

果公司和富士康（台湾公司，雇佣了一百万中国

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英格兰和西北欧在其“原

工人，主要为苹果公司代工）便是典型，其始末两

始工业化”
（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很快就呈现

端的利润率高达 30%，因此使苹果成为美国利润

了农耕和手工业的分离，一个成为农村的生产活

率最高的公司之一，而中间环节的利润率则才

动，另一个成为城镇的生产活动，两者都能够分

7%（封小郡，2015）。在全国人均收入方面，根据

世界银行 2014 年的数据，美国的是 55260 美元，

别满足其生产者的生存需要。那就和中国十分

中国的是 7380 美元，二者的比例是 7.5：1（World

不同，因为在中国两者都不能单独支撑其生产者
的生计。因此，它们一直紧密缠结，一直到 1949

Bank，2014，根据其“Atlas”计算方法 ⑥）。我们如

年之后的当代中国仍然如此。
（黄 宗 智 ，2011，

果以“非正规经济”的（即没有法律保障的、没有

2002，2014a：第 3 卷，第 13 章；亦见黄宗智，2014a：

福利或只有低额福利的）农民工（是其所雇佣的

第 1 卷，2014a：第 2 卷，2014c）

大部分的工人）来计算，差距还要大得多。
（黄宗

正是西方白银在中国的相对高值、中国丝织

智，2014a：第 3 卷，第 11、12 章）这绝不等于弗兰

和棉布等优势产品的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以及

克所说的（中国是）全球最富裕和最先进的经济

中国人口和国家的规模，促使中国出口比进口要

体，以及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只是在总量上

多的产品，因此导致白银随着西方购买这些产品

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而流入中国。这个现象所揭示的不是中国当时

但对弗兰克来说，根据其市场主义和货币主

是最富裕和最先进的经济体，而其实是其相对较

义的经济观，这种贸易和货币的流动是经济高度

低的人均收入。麦迪森（Angus Maddison）合理地

发展的无可置疑的证据。他的整个七千年以来

估算了 18 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和中国的差距：

的“世界经济体系”和其“长周期”是根据这样的

1700 年英格兰的人均收入是 1405 美元，中国是

“证据”来建构的。 ⑦ 对他来说，它证明了中国是

600 美元；1820 年英格兰和中国的人均收入分别

当时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先进的经济体，要到其后

是 2121 美元和 600 美元（根据 1990 年“国际美元”

两个世纪方才被西方所取代，但如今行将再次成

估算［Maddison，2001：90，表 2-22a］）。

为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这就是他“去西方中

这个现象其实有点类似于近三十多年来美

心”建构的整体。

元之流入中国。廉价和守秩序的中国劳动力制

如此的“理论”的问题是，它完全无视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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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贸易“体系”和如今的体系之间的截然不同的规

理论逻辑：即在前工业化时期，两个经济体的市

模和性质。白银在弗兰克研究的 1400 年至 1800

场发展程度如果基本一致，就必定会导致类似的

年间的流动总量只占当时中国经济体的一个极

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水平。所以，如果中国在

其微小的百分比。我们即使只考虑当时的物流

（自由）市场发展（包括私有产权的确立）方面和

条件以及中国的人口规模，此点便已十分明了。

欧洲基本相等的话，其经济的其他各方面也会基

具体估计的话，根据弗兰克的年平均 240 吨白银

本相等。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会大致相等——如

流入中国的数字，它只占到 1750 年中国粮食生产

舒尔茨所争论的那样，在一个市场化的经济体

总值的 0.4%——这是根据目前最好的估量来计

中，根本就没有“劳动力过剩”或“人口压力”可

算的数字。 ⑧ 这就和如今的中国十分不同，其进

言。同理，双方的人均收入和消费也必定会基本

出口总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60%以上

相似。这样，要促使农业现代化，只需要现代技

（黄宗智，2014a：第 3 卷，第 12 章；亦见 Naughton，

术的投入，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如此。正是由

其重要之量（虽然并不是单一决定性的）。把两

方才出现。西方和中国的“大分流”要到 19 世纪

者等同起来是荒谬地把如今高度全球化的经济

的工业化方才实现。
（Pomeranz，2000：尤 见“ 导

投射于截然不同的前工业化历史时期，极端地夸

论”
）

2007：377）。一个是微不足道之量，另一个是极

于这个原因，西方和中国的分流要到 18 世纪之后

大了世界贸易在前现代的作用。其所真正说明

未经明言的是，中国后来的革命把其经济从

的是，当时世界各地有一些贸易接触，但绝对没

正确的市场经济轨道挪移了出来，因此，要到之

有形成像如今这样高度整合了的世界经济体系，

后在其改革时期的市场化下，方才走上快速发展

更不是一个遵循和今天同样的逻辑和带有周期

的正轨，而且可能行将超过美国。 ⑨ 这正是弗兰

性运动的体系。

克所打出的论点，而他是以被认作是彭慕兰等的

但是，在弗兰克比较荒谬的“理论”著作之

所 谓“ 加 州 学 派 ”的 成 员 之 一 而 引 以 为 荣 的 。
（Frank，2001）

后，还出现了一系列与其观点比较接近的著作。
其 中 ，影 响 最 大 的 可 以 说 是 彭 慕 兰（Kenneth

这样，哈耶克的新保守主义、古典自由主义、

Pomeranz）的“大分流”。彭的著作重申了弗兰克

原教旨市场主义，把市场贸易设定为经济体系的

的论点，试图论证直到 18 世纪末，中国（和其最先

决定性核心因素，并排除了人口和国家等其他因

进的长江下游地区）的生活水平及劳动收入与西

素，被与后现代主义的激进去西方中心主义结合

方（和其最先进的英格兰）基本一致。彭慕兰争

成为一个统一论点。这样，新保守主义对市场主

论，两个经济体在市场发展程度方面基本相似，

义的普世化信仰（包括诺斯和科斯的私有产权主

在私有产权方面也基本一致，在资源禀赋乃至人

义）被全球化而纳入了中国经济，由此一举抹掉

地压力方面也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其“大分流”

了中国（过去和现在）与西方的巨大不同。在这

要在之后 19 世纪的工业发展方才呈现，而那个变

样的建构下，人地关系的不同、社会关系（如主佃

化的导因主要是英格兰（偶然的）特别丰富的煤

关系、商农关系，乃至于城市中产阶级的形成）的

炭资源以及其从殖民地所获得的资源。
（Pomer⁃

不同、城乡关系的不同、殖民国和被殖民国、资本

anz，2000；黄宗智，2002）

投资国和劳动力供应国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等，都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彭慕兰所采用的

变得无关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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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慕兰论点的错误，除了其理论-意识形态

织布程序乃是棉布生产程序的全部或大部分。

依据之外，和弗兰克同样在于忽视了中国经济的

（Pomeranz，2000：102，322-23）但实际上，在生产

一些基本实际。18 世纪中国家庭农场的耕地面

一匹布所需的七天之中，织布只占一天，而低报

积只是当时英格兰的百分之一，在人地关系资源

酬的纺纱（只有种植业的 1 / 3 到 1 / 2 的回报），则

禀赋上中国面临的是严重得多而不是相似的人

需要足足四天（剩余的两天用来弹花和上浆）
（黄

口压力。正是那样的压力迫使耕作主业和手工

宗智，2002：158）。正是那样的错误认识使他完

副业紧密结合，副业的低收入则由家庭的辅助劳

全忽视了关于中国农村生产的常识，也就是人们

动力来吸纳，两者共同组成的是维持农家生计的

广泛使用（耕作）
“主业”和（手工）
“副业”两词来

两柄拐杖。这迥异于英格兰当时已经呈现的城

前者主要由家庭主劳动力来做，

表达的区别，
后

镇“原始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其从农村种植业的

者则主要由“辅助”劳动力（女人、老人、儿童、少

分离。沉重得多的人地压力是把副业劳动报酬

年）来做。这是研究中国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基本

压低到不可单独维持生计的主要原因，也是阻止

知识。
至于英国，数十年的关于 18 世纪英格兰的社

为节省劳动力的技术和资本投入于农耕和手工
业的主要原因。

会经济史和人口史研究已经证实，该地的“原始

彭慕兰完全忽视了中国和英格兰之间的这

工业化”更导致了早婚和更普遍的结婚，因为其

个差别，并无稽地试图论证当时江南地区农民每

青年男女可以凭借城镇的手工业来维持生计，不

人每年的生产和消费（他简单地把两者等同了起

必再等待继承其家庭农场才能够独立谋生

来，无视长江三角洲农民多通过地租向城镇和全

（Levine，1977；Schofield，1994）。这些现象完全

国其他地区输送大量棉丝），不止十套棉布和将

没有在中国出现。伴随英格兰原始工业化而来

近两套丝绸衣着（14.5 磅棉纱 ⑩ 和 2 磅生丝——

的城镇发展更导致了消费上的演变（以及其所包

Pomeranz，2000：138，140-141）。他似乎不知道

含的城乡贸易发展的含义）——亦即德弗里斯
（Jan de Vries）称作“早期城镇化”
（early urbaniza⁃

只有城镇的上层社会才会穿着丝绸，而农民则一
般每人只有两套布衣。
（黄 宗 智 ，2002：166；

tion，即小城镇而不是大城市的发展）的变化（De

Huang，2002：522-523；亦见黄宗智，2014a：第 1

Vries，1984），以及辛勤的劳动者所促成的（所谓

卷，2014a：第 2 卷）在前工业时期，这是非常悬殊

（De Vr⁃

的）
“勤勉的革命”
（industrious revolution）

的不同，是贫穷和相对富裕之间的差别，也是生

ies，1993，1994；参见 Weatherhill，1993）。中国

存边缘与相对高收入的差别。这是关于中国经

则不同，城乡贸易主要限于强大人地压力下的贫

济史的基本常识。彭慕兰的著作因为完全没有

穷乡村向城市的输出，而不是双向的贸易。小农

一手研究，所依赖的完全是根据二手资料的推

户为城镇居民提供细粮、肉-禽-鱼、优质棉花、生

论 ，才 会 出 现 如 此 脱 离 实 际 的 错 误 。
（黄 宗 智 ，

丝等；他们不具有购买城镇产品的能力——他们

2002）

的市场交易主要是生存物品，以棉布换粮食或反

彭慕兰对长江三角洲的错误认识也可以见

之。
（黄宗智，2014a：第 2 卷，第 5、6 章）18 世纪的

于他关于棉纺织手工业的论述：他争论，当时棉

英格兰-西北欧洲和中国的市场经济其实十分不

纺织手工业的回报其实已经超过种植业。他所

同。但这些差别都完全被彭慕兰忽视了，因为他

以得出这样的论点是因为他错以为较高回报的

关注的只是要论证中国和英格兰的同等，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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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髦的所谓“去西方中心”。
（黄宗智，2002）

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重问题。
（黄 宗 智 ，2002：167- 174；亦 见 Huang，
2002：524-531）他们的论点其实等于是抹掉了（人

诸如此类在经验和研究层面上的基本错误，
在我们这个认为所有经验“事实”不过是某种话

们至今仍然称作）中国的“基本国情”。

语建构的后现代主义时代，以及认为原教旨市场

常被彭慕兰和李中清所依赖和引用的中国

主义乃是不需验证的给定公理的新保守主义时

学者李伯重，则进一步试图论证中国江南地区在

代，似乎无关重要。在这个信息无穷无尽的时代，

宋元明清时期的生育控制技术要远远超前于其

越来越少的人关注经验证据、依据经验证据而作

同时期的西方，争论当时堕胎已经广泛被人们使

出判断，而大多倾向依赖简单笼统的概念，没有认

用（李伯重，2000）。这个论点被李中清所引用和

识到它们多是来自没有经验依据的理论-意识形

重述（Lee and Wang，1999：88，90-91，92）。最近，

态，只是不久即将成为过时的短暂时尚倾向。

所有这些著作所采用的“经验证据”被苏成捷一

彭慕兰的论点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李中

一系统检视，证明其实他们三人并没有提供任何

清及其协作者们的著作。他们试图在人口史领

具体的堕胎案例为证，连一个都没有，而不过是

域作出同样去西方中心化的论述，坚持中国也具

根据一些医学著作的选择性推测来作为其论证

有类似于西方的相对晚婚那样的“预防性”生育

依据的——是根据书本的想象而不是实在的案

控制行为。在李中清那里，其关键概念是其“产

例。而苏成捷，根据其所搜集的诉讼案件档案，

后堕胎”建构，匪夷所思地把溺杀女婴说成是“理

挖掘了共 24 个实际堕胎案例——其中，17 名妇女

性的”
“ 预防性”生育控制，把其等同于西北欧的

因堕胎而死亡，其余的要么事后严重患病，要么

晚婚。具体来说，这个建构使得他能对其相当严

没有记录。
（Sommer，2010：130；亦 见 苏 成 捷 ，
2012：28-29）更有进者，根据民国时期和 20 世纪

谨地得来的数据——即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
要远高于西方（寿命预期则远低于西方）——进

50 年代的较翔实的资料，传统的堕胎方式明显仍

行调整：一旦把被溺杀的女婴（根据他们自己的

然是具有生命危险的应急性措施而绝对不是人

数据，高达 25%）理解为“产后堕胎”便可以把其

们所广泛采用的措施。苏成捷已经无可辩驳地

排除于生育率之外，也排除于死亡率之外，这样，

证明李伯重、李中清和彭慕兰等人是把自己的想

便把中国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压低到和西方比

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想象投射于清代中国。但

较接近的数位（Lee and Campbell，1997：70；Lee

是，在我们这个后现代主义时代，苏成捷的此篇

and Wang，1999：61）。这也是彭慕兰所重述的论

著作并没有获得其应有的注意，起码在中国以外

点（Pomeranz，2000：38）。正是这样的逻辑使李

的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如此，也没有被热衷于认为

中清和彭慕兰都能得出中国和西方在生育率、死

中国比西方优越的史学家们所接受。在近年来

亡率和寿命预期上相差无几的结论。他们并不

兴起的，重要的世界历史著作潮流中，有不少盲

在乎，实际上溺杀女婴大多是贫穷人们由于生存

目接纳了上述的彭慕兰、李中清的论点，这是其

压力迫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而此事实本身便说

一个比较严重的弱点。

明中国所面对的极其沉重的人地关系压力，达到

我们看到，新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结

西方所不可想象的地步。正是那样的压力导致

合 两 者 的 后 现 代 市 场 主 义（
“后现代新保守主

了中国 18 世纪中叶之后的两个多世纪的严重社

义”
），仍然主要是源自西方的理论-意识形态观

会危机，即便今天仍然是中国乡村面对的一个严

点，与中国的实际和实用需要的关联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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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我们会更多地关心

教的相通之处。从 18 世纪的启蒙时代开始，由于

不同的问题：譬如，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从世

西方自身进入了所谓的“理性时代”，逐渐形成了

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转化为最不平等的国家

西方与其他文明不同的意识，而伴随“理性”和科

之一；2.7 亿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工人中的绝大

学的进展，以及工业化的来临，接踵而来的是强

多数，但他们仍然是在没有法律保护和没有或只

烈的西方优越感，乃至于认为其文明是典范的和

有低等的福利下工作的二等公民——几乎类似

普适的。在那样的大背景下，一个“没有成功现

于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民众（而且，他们没有

代化”的中国只可能成为一个“他者”，成为突出

能力长期在城市居留，而其家乡环境已经严重污

西方优越性的陪衬，并说明其必须现代化／西方

染、社区已经近乎崩溃）；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严

化的例证。

厉生育控制之后，人地压力有所缓解，但随之而

下面只以两位影响较大的思想家为例。首
先 是 黑 格 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来的是不可持续的每对独生子女夫妇必需协助

1770—1831），从其晚年（1825 年）开始定期开办

 对上述的这些问题，

赡养四位父母的困境。 
李

中清、彭慕兰等学者的中国没有人口压力的论点

关于中国的讲座。那些讲演表达了一些至今仍

显然不会起到任何正面作用，只可能妨碍对这些

然有一定影响的对中国和中国文明的批评意见，

问题的认识。还有，我们要问：如今中国已经成

都是从西、中二元对立的框架出发的论点。黑格

为一个结合西方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革命性社

尔认为，哲学是一切知识中至高、至重要的领域，

会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今后将如

但中国则根本就没有哲学可言，只有一些初级的

何维持两者的结合？对这个问题来说，后现代市

抽象概括，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的持续的推论。

场主义（后现代新保守主义）的去西方中心化和

中国的主要思想家，尤其是孔子，没有能够做出

中国／东亚／亚洲中心化论点，显然完全无济于

持续的思辨；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真正的哲学。

事，同样只可能导致对实际的误解。

这个意见迄今仍然可见于众多哲学学者：在美国
的顶尖高等院校哲学系中，一般只开设西方哲学

四、迈向不同的问题意识

的课程，而中国、印度、伊斯兰等其他文明的“思
想”则只能在各个“语文系”
（东亚、南亚、近东等

但是，凭借理论-意识形态潮流来推动的论

系）开设（之前被统称为“东方学”，也就是萨伊德

点是不能仅凭经验证据来推翻的，起码在我们这

所集中批判的“东方主义”范畴所指）。更有进

个后现代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时代如此。我们需

者，黑格尔声称中国根本没有法律可言，只有“实

要的是对这些仍然影响很大的论点的思想和“理

质的”
（特殊的）道德价值和规则——这是如今仍

论”依据做出更为深入的分析。下面我们从问题

然有人坚持的论点——因为它的根据不是理性、

意识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以及结

自由、意志和自觉（self consciousness）。中国的政

合两者的“后现代新保守主义”
作进一步的检视。

体极其专制，其人民没有自由意志和自觉“精神”

（一）西方 VS.中国的二元对立

（spirit），和“主体性”
（subjectivity）。中国甚至并

在启蒙时代之前，西方对中国的知识主要来

没有真正的宗教——儒学只是一些习惯和行为

自耶稣会士，其所关心的主要是使中国人和平皈

规则。
（Hegel，N. d.，
“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

ry，Part I，The Orient，section 1. China”；Hegel，

依基督教，其研究因此多集中于儒家思想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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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d.，
“Hege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

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在更深的一个层面上，虽然是人们不多讨论

phy，Oriental Philosophy”；Kim，1978；张 国 刚 ，

和明言的层面，是这样的一种意识：即西方早期

2006）

的演绎逻辑的发展（欧几里德几何学是其典型）使

黑格尔的现代主义意见在其后得到不少更

其文明特别适合于发展普适的现代科学与法学，

为系统的表达和推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韦伯

使其在这些方面特别突出于世界各种文明之中。

（Max Weber，1864—1920）。对韦伯来说，现代法

兰 德 尔（Christopher Columbus Langdell，1826—

律必须是由“形式理性”所整合的，其从（演绎）逻

1906），哈佛法学院院长（1870—1895）和美国法学

辑得出的所有抽象和理性原则都可以一贯被适

“古典正统”的创始人，便一贯特别强调这一方

用于所有的具体事实情况。中国没有那样的法

面。
（Grey，2014：Chapter 3；Langdell，1880；黄宗

律 ，因 此 ，其 法 律 体 系 只 可 能 是“ 实 体 主 义 ”的

智，2015b）他坚持法律和法学要从有数几个（被

——即具体而非抽象、道德化而非理性化、特殊

认为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凭演绎推理得出

而非普适的。它随时可能受到统治者的干预，要

一系列的定理，由此来整合整个体系。正是那样

么是随意性的要么是特殊道德性的干预，因此，

的思维促使人们似乎别无选择地得出西方与其

它只可能是“非理性的”。西方的法律历史所展

他文明的非此即彼的对立结论。如果西方的法

示的则是一个长时段的形式理性化演变过程，其

律在逻辑上是前后一贯的整体的话，它只可能被

起源可见于罗马法，亦可见于天主教教会法规

当作一个整体而被全面接纳，而不同文明的不同

（canon law），最终形成了现代（大陆法系的）德国

法律则只可能被视作非理性的“他者”。如果只

法 。 相 比 之 下 ，即 便 是 英 美 的 普 通 法 系 ，因 为

有演绎逻辑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理性和普适的真

其 依 赖 普 通 人 民（而 不 是 精 通 法 律 逻 辑 的 法

理，欠缺如此的逻辑的文明只可能是非理性的和

学家）的陪审团制度，也有非理性的缺点。
（We⁃

与西方完全相反的。所以，现代化只可能是全盘

ber，1978：尤 见 654- 658，845，889- 891；黄 宗

引进西方法律，全盘接受现代西方文明。

智，2015a；黄宗智，2014b：第 1 卷，第 9 章）对韦伯

我们可以在过去三代的美国中国研究中看

来说，宗教也十分关键，而他认为只有在西方才

到这些思想元素。首先是第一代的“中国问题”

能看到加尔文主义的精神，而它正是促使资本主

中设定的非资本主义、非自由民主和非理性的共

义经济发展的关键。
（Weber，1930［1905］）无论

产主义，在那个“他者”和西方之间，西方现代化

是其关于法律还是关于宗教的研究和论述，其主

的优越性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在那个层面上，

要目的是探索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的核心，

中国的共产主义到底是像华大一方所坚持的非

中国只是作为陪衬的他者。

中国性的，还是像哈佛一方所论证的是经过中国

韦伯的论点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无论

化的，其实最终无关要紧，因为无论哪一方都不

是在比较法研究领域，还是在中国法律研究领

是真正的西式现代化，而后者则是双方都同意的

域。这不仅是由于其理想类型理论的洞察力和

观点。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两大学派之间的争执

其极其宽阔的视野，更是因为资本主义和工业化

只不过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程度的拒绝。

在现代西方得到显赫地发展，其军事和经济势力

其深一层的现代化主义／西化主义并没有被任

达到压倒性的优势。同时，这也由于其普适性的

何一方所认真质疑。现代化主义的方方面面是

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展。

否真的全都适合非西方世界，是一个没有被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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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现代西方的普适性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

与此主流不同的极其少量的著作之一是舒

现代化主义要到第二代才遭到挑战，但只是

尔曼（Franz Schurmann）关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

遭到仍然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西

“意识形态与组织”的敏锐分析，强有力地区别了

方的现代化主义没有被从其并不适合非西方世

“纯理论”
（pure ideology，即马列主义）和“实用理
论”
（practical ideology，即 毛 泽 东 思 想）
（Schur⁃

界的角度来质疑，也没有被因非西方的后发展国

mann，1970［1966］）。他的分析可以被理解为与

家思想家的启发而被质疑，更没有被不同的非西
方的“现代性”的图像质疑，而是主要从一个西方

康德（Immanuel Kant）关于“实用理性”是怎样作

的革命性社会主义的角度来挑战的，它设定一个

为“纯理论”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媒介的论析比较

更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的西方来取代资本主义

相近的论点。
（黄宗智，2015a）但那样的思路对反

的西方，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及

对费正清的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成员们的思想

一个国家（机器）逐渐消失的共产主义社会，来取

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对大多数关于当代中国的

代阶级化资本主义下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其中

研究也没有多大影响。

心思想从来不是西方文明会因与非西方文明相

有的青年美国学者无疑也受到“文化大革

互作用而改变和进展，而是西方资本主义 + 自由

命”
（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但当时的美国中

民主的今天将进一步发展成为没有阶级矛盾的

国研究对其实际运作所知十分有限，主要只是受

社会主义的未来，而那样的道路被认作是普世性

到该“群众运动”
（但是被“最高领导”所倡导的）

的。那样的想法并不仅限于西方对中国的思考，

一些修辞的影响。而那些修辞（如消除“三大差

更是来自“毛主义”下对其自身的过去和现在用

别”
）之所以引起那些挑战现代化主义的论者的

舶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考。普世主义

共鸣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身在美国的反战运动中

的现代化主义被同样是普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的经历和理解。说到底，中国和越南的实际情况

所取代。

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们来说，只是一些自己所

美国左倾的反越战运动的思想源泉主要是

知无几的、比较遥远的经验。对“文化大革命”的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他们的影响远比毛

那样的脱离实际的，从美国本身的未来来理解的

泽东或其他非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

想像，将会导致其中不少人对中国革命和当代中

解来得重要。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他们主要是

国整体的“失望”，而在中国自身官方话语对其更

中国研究领域之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

加苛刻的攻击之下，变得更加如此。

进步的历史社会学家／理论家们，如穆尔（Bar⁃

转向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代与前两代既十分

rington Moore）、蒂利、佩奇（Jeffery Paige）和斯考

不同也在较深的层面上基本相似。首先，我们要

切波（Theda Skocpol），和其他非中国和非中国研

承认，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启

究的理论家们，如恰亚诺夫、波兰尼、斯科特等。

蒙现代主义的全面的挑战，包括对知识的依据的

在美国的语境中，
“毛泽东思想”只是极其边缘的

根本性质疑，以及对“科学”——对没有从事过实

思想：费正清便写道：
“ 他的创新只在于实践，不

际的科学研究、经历过其中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的

在理论”
（Fairbank，Reischauer，and Craig，1965：

外行学者们来说，它是那么容易成为科学主义

85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样的判断和华大的

——的根本性质疑。而新的话语概念工具以及

迈克尔和泰勒的几乎是一样的。

话语分析又似乎是那么地强有力和吸引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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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上十分令人忧虑的极端的新保守主义，直接导致

由其内部的动力所推动的。或像弗兰克那样，争

了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我们可以理解为什

论中国经济在 1800 之前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根据

么许多之前的左派学者也投入了后现代主义的

市场主义的（在世界经济中的市场发展程度）普

大潮流来表达他们对（似乎是越来越）保守的、帝

适标准，其实比西方先进，而且今后将会再度如

国主义化的美国现实的不满。

此。或像彭慕兰那样，坚持 18 世纪中国的人均收

但在后现代主义和之前的左派之间也有深

入和生活水平是和英格兰一样的。或像李中清

层的分歧。对“反思自身”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

（和彭慕兰）那样，坚持论证中国也有像西方那样

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官方化了的共产主义，似乎

的“预防性”生育控制，并没有承受比西方更沉重

要比现代化主义和（哈耶克型的）新保守主义犯

的人口压力。或像李伯重那样，坚持中国的生育

了更严重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错误。同时，对

控制方法其实比同时期的西方要先进。正是二

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后现代主义和新保守主

元对立的基本框架推动着这些论点。要反对西

义显得同样地主观，前者因为其对“客观真实”的

方中心主义，我们除了论证中国在同样的标准下

拒绝，后者则因为其对原教旨基督教、古典自由

也同样先进之外，似乎别无选择。正是在那样的

也许

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主义的信仰。

支配性框架之下，促使他们无视，甚或违反经验

更重要的是，即便是对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来

证 据 ；同 时 ，也 忽 视 了 中 国 实 际 的 、实 用 性 的

说，斯大林（也包括毛泽东）的压迫性的一面，以

问题。
（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

及共产主义党国体制在苏联和东欧的崩溃，似乎
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左派的学者，即便是一直都

已有不少的学术探索了怎样超越过去这个

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也不可避免地受其牵连。

二元对立框架的道路，不仅是对新保守（新自由）

以上的这些因素也许可以部分解释新保守

主义的（关于西方资本主义 + 自由民主 + 科学／

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前左派的（带有一定偶然性

理性的）主导性叙述的批判，也不仅是与其对立

的）共同的敌视，但在更深的层面上，还有西方长

的中国中心论，而是试图在更宽阔的视野下既纳

期以来对中国的一贯的基本思维：上面已经讨论

入这两种视角也超越之，试图勾画出不同的关于

了西方是如何一直把西方和中国设定于一个二

现代性、经济发展、社会前景、政治体制、哲学、文

元对立的框架之中来理解，这可以清晰地见于黑

学、学术、艺术，乃至于科学的图象。笔者将不试

格尔和韦伯的思想。在那样的思维框架下，逻辑

图转述自己只具有局部认识的那些其他学者的

似乎迫使我们，如果要对西方中心主义提出商

贡献，只集中说明自己所最熟悉的一些领域。目

榷，唯一的做法是争论其对立面，即中国是多么

的绝对不是想要占据某些“地盘”或宣示自己的

地和西方相似，或比西方更优越。我们看到，柯

独特贡献，而是要举出一些比较具体的、能够说

文、弗兰克、彭慕兰、李中清和李伯重都是从那样

明不同于二元对立的研究进路和思维的例子。

的框架和思维出发的：要去西方中心化的话，必

在自己已经做了初步的探索的领域，将注明那些

须论证中国在同样的标准下的同等性或更加优

著作，为的是对有意进一步了解那样的思路的读

越性。因此，像柯文那样，坚持如果要推翻把西

者指出可能有用的材料。

方当作原动力、中国当作消极的回应的论点，我

首先，中国与西方的诸多不同是无可置疑的

们必需把其颠倒过来而争论中国的历史其实是

实际，例如在其主流儒家思想（以及一定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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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中持续不断的道德主义

资 本 主 义 的 市 场 化 和 经 济 发 展 等（黄 宗 智 ，
2015b，1993［2000］）。

倾向、其相对缺乏演绎逻辑、其相对不那么重视
形式化和程序化的正义体系、其对西方的资本主

从当前的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实际上根本

义 + 自由民主道路比较难以全盘接受等。笔者自

就没有可能像有的西方和中国学者想象的那样，

己，在社会经济领域，特别强调了中国十分不同的

做出完全中国化或完全西方化的选择。两者间

人地关系和特别强韧的小农经济的基本国情，而

的碰撞、矛盾和拉锯，以及重新理解、混合和调

在法律和法学领域，则特别强调了其从汉代中期

和，都是给定的实际，排除了非此即彼选择的可

以来便偏重基于道德价值观念的非正式正义体系

能。无论设想全盘西化还是全盘中化，都是违反

多于正式化的法律体系，虽然并不排除后者（黄宗

实际的思路；给定的实际是中西、古今的混合和

智，2016，2015a；亦见黄宗智，2014b：第 1、2、3 卷）

相互作用。这正是为什么西方现代主义和后

当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是这些特征的顽

（反）现代主义都是违反中国基本实际的建构。

强持续，即便是在大规模引进西方的资本主义市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只有在西方关于中国的理

场经济、
“形式理性”法律、英语学习、在学校里教

论建构上才是可能的和可以想象的。它是惟有

欧几里德几何学、高等院校里教西方法学和社会

置于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理论和历史中才可

科学，更不用说规范化了的自然科学等，仍然如

以理解的问题意识，不是一个与实际相符的、中

此。现代和当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是中国过

国真正面对的问题的意识。

去的一些方面与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方面的必然

由于西方理论对当代的中国（以及民国时期

混合和相互渗透。即便是当前的汉语，在引进了

的中国）的强大影响，许多中国学者也采纳了西

众多西方（和日本）的单词、概念、专业术语以及

方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在经济和经济学领

话语之后，已经与之前十分不同，但仍然维持了

域，曾经一度完全拒绝（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

其众多的基本特征。

模式而采纳了（西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

中国的经验实际其实多是“悖论的”——即

论，而后在改革时期则倒过来采纳了（西方的）新

两种被西方二元对立框架视作是矛盾的、不可并

自由主义理论，而两者又都激发了对其的本土主

存的，但实际上是共存的并都是真实的。譬如，

义反动。那些极端的反复和非此即彼的设定都是

在前现代中国乃至当代中国，高度发展的城市和

违反中国实际的，真正需要的是怎样去重新阐释

落后的乡村的共存（即城市发展与乡村内卷的并

西方以适应于中国的追求（例如史华慈对严复的

行）、高度市场化的经济和农民的糊口经济的共

研究），怎样将西方的理论导向中国的实用（例如

存（黄宗智，2014a：第 1、2、3 卷）；在古代，高度道

舒尔曼对毛泽东思想的阐释），怎样由此建构中

德化的儒家正义体系和高度理性化的法家法律

国自身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以及怎样调和

体系的共存；在现代，舶来的西方法律与强韧的

中西——不仅要直面两者间的张力和矛盾，更要

中国社会实际的共存（黄宗智，2014b：第 1、2、3

使其相互适应、结合与调和，乃至于超越。

卷）；民主制度和现代国家的形式与旧官僚体系

极端的反复可以最清楚地见于现代中国的

运作特征的共存；改革时期中，资本主义（私有企

立法和法学，先是拒绝了传统法律而采纳了西方

业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国有企业与国

法律，而后是拒绝了西方的法律而主要采用了民

家管控）的共存；以及“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领导

间的调解惯习和非正式（和半正式）的正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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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一些从苏联引进的法律，而后又再次采纳全

同样被其西、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所主导的。

盘引进西方法律。如今到了应该采用一个更符

正是那样的框架导致了一些对中国经验实际的

合实际需要以及可持续运作的中西、古今协调与

严重夸大和误导。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中国研究

结合的方案的时候了，应该有意识地从两者中选

学者们确实在语言能力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其

择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重新理解，乃至超越（黄

人员和研究中心数量也有一定的扩增，与中国的

宗智，2016，2014b：第 3 卷），就像在中国文明史上

第一手接触也越来越频繁，理论知识的水平也在

对待儒家和法家、儒学和佛学、固定的农业经济

不断提高，但是，即便如此，美国的中国研究在一

文化和流动的游牧经济文化等二元的调和那样

定程度上仍然是被其主题的中国以外的，违反中

的进路。

国实际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理论潮流所主导的。

笔者认为，那样的问题意识才能让我们将长

西方 VS.中国的二元对立是个贯穿于三个世

期以来不仅在美国也在中国自身一直困扰着中

纪以来西方关于中国的思考的基本框架，它深深

国研究的非此即彼的概念死结置于一旁。如果

塑造了不仅是过去西方看待中国的西方中心主

从中国和西方必定相互渗透的基本问题意识出

义，也同样塑造了最近对其作出深层反思的中国

发而为之探索出路，我们将会探寻调和两者的方

中心主义。当影响较大的一些学者们对西方中

案，而不是从一个（西方中心的）极端摆到另一个

心主义进行反思时，他们所做的是简单地争论其

（中国中心的）极端，从西方优越论摆到中国同等

对立面，从现代化主义到革命主义，从西方中心

／优越论的极端。如此的问题意识才会使我们

到中国中心。西、中二元对立的基本思维结构的

有可能像过去的一些最优秀的中国研究学者早

影响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那些学者们完全忽视

已提倡的那样，建立中国研究自身的理论主体

了中国的基本实际：即现代中国必定是其过去和

性。这当然不是要完全拒绝（西方的）现有理论，

现在并存、中国和西方相互渗透的结果，而不可

而是要有选择、有批判地使用现有理论，通过与

能是非此即彼的。在最近的这一代中，有的学者

之对话来建构新的理论。在那样的研究进路上，

深深沉溺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建构，因此看

西方的中国研究学者方才能够真正借助其双重

不到中国自身不仅企望其现实和未来是中国式

文化特长来作出对理解中国以及我们这个多种

的，也企望其是西方-现代式的这样一个基本实

文明的世界的特殊学术贡献。
（黄宗智，2005）

际。
“ 现代中国”实际上只可能是双重文化的，如
今更不简单的是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而是既

五、对中国研究的含义

是资本主义的也是社会主义的。要真正将西方
去中心化、真正把中国中心化，我们的问题意识

上面我们看到，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中国研究

需要从中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的理

的问题意识是怎样受到美国自身的问题，多于中

论建构出发。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西方 VS.中国的非此即

国的实际问题的影响的，是怎样被美国的政治思想大环境，多于中国本身的问题所塑造的。它

彼二元对立思维更被扩延到一系列其他的二元：

们反映的其实更多是关于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

如现代 VS.传统、工业 VS.农业、城市 VS.乡村、市

和理论，而不是关于中国主题的本身。在如今的

场 VS.人口、市场 VS.国家、形式理性法律 VS.实体

一代中，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研究是

主义法律等。一贯的是，在理论和意识形态中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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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逻辑上的统一，和非此即彼地在二元之中完全

来组织（加工和销售的）合作社来应对“大市场”，

偏重单一元，常常无视经验证据和实用实际。

借此来为小农户保留其市场利润。市场机制运

笔者已经比较详细论证的一个具体例子是，

作本身并不会像新保守主义理论设定的那样消

我们不该简单排除中国的小农经济而采纳现代

除人地压力问题；两者是相互塑造的。我们在上

西方的资本主义化和产业化农业的道路，而是要

面已经看到，清代的市场交易主要是单向的，由

探寻一条发展小规模家庭农场的道路。东亚国

贫穷的小农为城镇提供优质农产品，但他们无能

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之前的农业合

购买反向的产品，和亚当·斯密所概括的城乡双

作化经验——为“小农户”提供“纵向一体化”
（加

向贸易十分不同，也和德弗雷斯所谓的勤勉革命

工和销售）服务来应付“大市场”的经验是值得借

中的消费转型十分不同。无视人地压力基本资

鉴的。它来自一个历史上的偶然巧合，先是明治

源禀赋便不可能理解其市场；相反亦然。在中国

时代晚期的地方政府把发展现代农业设定为其

的实际之中，两者不可能是非此即彼的，只有在

主要任务，而后在战后的美国占领（在日本，在韩

新自由主义理论中才如此。
（黄宗智，2014a：第 3
卷，尤见“导论”和第 10 章）

国和台湾地区则是美国的决定性影响）下，进行
了扶持小自耕农的土地改革，又把地方政府所掌

如今中国巨大的由 2.7 亿农民工组成的非正

控的部分农业发展资源转让给民主化的农民合

规经济同样如此。与舒尔茨的理论截然相反，其

作社，借此来推动合作社的组建，由此成功地（在

所展示的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和就业不足是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日本以及稍后的台湾

无可置疑的，无论是在过去的还是今天的市场经

地区和韩国）确保了持续的农业发展以及普通农

济下都如此。同样，与刘易斯的理论也截然不

民有尊严的生活水平。它们的经验展示了中国

同，现代经济部门的兴起并没有导致传统部门被

今天能够走的一条道路，而不是像如今那样，由

整合入现代部门，而是导致了处于农村和城市、

于既来自新自由主义也来自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传统和现代两者之间的庞大非正规经济的爆发

认识，只给予合作社十分有限的扶持，完全偏重

性突现。事实是，脱离了人口和市场之间的互

规模化的大农业（企业）。
（黄宗智，2015c，2014c，

动，便不可能理解如今的劳动力要素市场（黄宗

有可能改进如今的严重社会不公问题以及农村

2009，2010a）

2014a：第 3 卷，第 10 章）建立实质性的合作社，才

智 ，2014a：第 3 卷 ，第 11、12 章 ；亦 见 黄 宗 智 ：
新保守主义的市场 VS.国家的二元对立也同

社区趋向崩溃的问题。
这里要提倡的不是要偏重人口因素而排除

样。市场主义理论认为，中国近 35 年的发展要完

市场因素（或相反），而是必需同时考虑两者。人

全归功于市场化和私有化，其不足则是由于市场

地压力是中国小农经济顽强持续的主要原因，即

化和私有化程度还不够透彻。但事实上，中国共

便是在相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下，无论是过去

产党的领导在这段经济发展历史中起到至为关

（帝国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还是近几十年的改

键的作用：包括其利用国家拥有的一切土地资源

革时期下都如此。而处于人地压力下的小农经

产权来融资（即地方政府的所谓土地财政）、其利

济的顽强持续则决定了农产品市场的性质——

用农村廉价劳动力（和其他由国家提供的激励）

把贫穷的小农户置于完全被大型商业资本的摆

来吸引资本、其积极推动贸易和扶持国有企业

布之下。正因为如此，
“小农户”特别需要联合起

等。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经验来说，把国家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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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

源自两者的结合而来的。
（黄宗智，2015b）在法律

设定为非此即彼的对立二元，可以说是完全不得
要领。
（黄宗智，2015b）

领域，其非正式正义体系仍然起到了通过调解来

至于正义体系的组建方面，我们不应该简单

解决纠纷以及借此减少诉讼频率的重大成效，乃

排除中国过去的正义体系——特别是扎根于社

是其如今的正义体系中的一个亮点；而在建造了

会的非正式正义体系——而全盘采纳高度正式化

一个模仿西方的法庭体系的同时，以实用性和提

的西方法律体系，而是要探寻如何把两者结合为

高 施 法 效 率 为 借 口 ，广 泛 使 用 传 统 的“ 刑 讯 逼

一个必然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体系。优先由民

供”，则是其比较最恶劣的一面。
（黄宗智，2016；

间调解而不是法庭判决来处理民事纠纷是汉代中

亦见黄宗智，2010b）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都

期以来经过“（法家）法律的儒家化”而确立的“中

是来自中国过去（帝国时代或革命时代）和西化

华法系”的核心。它处理了民间大部分的民事纠

的今天的结合下的结果。

纷。正因为如此，历代法典才能够是“以刑为主”

在农业领域，中国，不同于其他的“东亚”国

的。那个儒家化的正义体系深深地塑造了其它

家，由于当时的快速人口增长而没有能够通过

东 亚 文 明 国 家（特 别 是 日 本 和 朝 鲜）的 正 义 体

“绿色革命”来实现农业和农民生计的现代化。

系。如今在中国，
“民间调解”仍然起到解决每两

结果是，农民生活的改善要等待后来的，另一种

起基层社会的（有记录的）民事纠纷中的一起的

性质不同的农业革命：即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化

作用，而“法庭调解”则解决了每三起民事诉讼案

的“小而精”的“新农业”
（即生产高附加值农产品

件中的一起。在韩国和日本，调解同样起到重要

的农业，如蔬菜、水果、肉食、鱼）的快速发展，在

作用。这正是今天“东亚文明”国家的正义体系

1980 年到 2010 年的三十年间，农业总产值（可比

和一般西方国家的正义体系的关键不同。此点

价格）因此上升了 590%，达到 6%的年增长率，远

尚未被近年来的一些试图评估全球各国“法治指

高于之前历史上其他农业革命的经验（黄宗智，

数”的机构所理解，因为它们多是从现代西方的

2014a：第 3 卷，第 6 章）。笔者把这称作“隐性的

标准出发的。
（黄宗智，2016）在这点上，
“ 中华法

农业革命”
（
“隐性”是因为其性质与之前历史上

系”和“东亚文明”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含义。

的农业革命——多是由于某些作物的单位面积

实际上，当代中国的经验，不管是其成功的

产出的提高——很不一样，容易被忽视），是一个

经验还是其失败的经验，都需要从中西两者的结

来自三大历史性变迁趋势的交汇而形成的农业

合和互动，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元来理解。中

革命：一是源自国民经济整体收入上升所导致的

国的成功经验，如中国共产党在近三十五年改革

中国人食物消费结构的基本演变，粮食：蔬菜：肉

中所领导的高度资本主义化和市场化的经济发

食的消费比例从 8：1：1 向 4：3：3（即城市中上等阶

展，便是由两者的结合而来的。
（黄宗智，2015b）

层以及台湾地区的比例）演变；二是源自 20 世纪

而其严重的问题，如其全能政治体制（来自革命、

80 年代启动的严厉生育控制所导致的世纪之交

农村集体化、城市社会主义化，以及计划经济化）

以来新就业人口数量的下降；三是大量农民工的

与逐利的国家机器（不仅是地方上也是中央层面

非农就业。后两者导致劳均耕地面积一定程度

上）的结合，一直都十分显然地在利用中国的廉

的扩增（达到劳均约十亩的幅度），虽然仍然是以

价农民工劳动力来吸引（国内外）资本主义企业

小规模农业为主。
（黄宗智，2014a：第 3 卷，第 5

的投资，因此而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也是

章）但政府则由于其（既来自新自由主义也来自
□
177

2016/01

开

放

时

代

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依然主要采用了不符

间。笔者曾经建议，一个可用的研究进路是挖掘

合实际的扶持规模化农业（企业）发展的政策。

实践之中呈现的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创新，由此

学者们也由于同样的理由而较多忽视了这个划

来建构新的理论，而不是像有的美国和中国学者

时代的变化。
（黄宗智，2014c，2015c）

那样，在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理论的影响下，只关

回顾过去三代的美国的中国研究，我们可以

注单一元或坚持某一元更加重要。
（黄 宗 智 ，
2016，2014b：第 1、2、3 卷）

径直把第一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简单问题意识
置于一旁，而第二代的革命 VS.现代化则对理解

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置于一旁

近现代中国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需要从不是

而采用两者必然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的问题框架，

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角度来思考。学者们已经

当然并不等于决定我们要研究哪些历史和现实领

浪费了太多时间从革命的视角来全面谴责现代

域，或强调哪一种论点。我们肯定会继续看到近

化，以及从现代化的视角来完全排斥革命，如今

乎纯粹的经验研究，而且是具有长久价值乃至极

需要了解到现代中国是多么地期望两者兼具，多

其重要贡献的研究；也会看到学者们由于其个人

么努力地在探寻一条革命性的现代化道路。近

特长或志趣而进入各种各样不同题目的研究；也

三十多年来借助全球市场和资本来推动中国经

会看到由于个人的价值观而主要关注或认同于精

济发展，是不可厚非的政策，问题只是，为了发展

英或民众、思想和大传统或社会经济和民众文化

而允许日益严峻的社会不公。今天需要的是社

的研究等。在过去的三代之中，主要的学术贡献

会主义的改革，而绝不是（再一次的）暴力革命

可以说不是来自那些在理论或意识形态层面上

（老百姓经受不起！
）。对待第三代的西方中心主

最具影响力的学术“领导者”，而是来自那些严谨

义 VS.中国中心主义也一样：中国今天真正的问

求真求实、埋头做研究的学者。我们需要的是，

题不是用中国中心主义来取代西方中心主义，不

结合严谨求真的学术和理论意识与概念创新。

是非此即彼地在全盘西化和全盘中化之间选择

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

其一，而是探寻中西的最佳结合。我们需要避免

中国，应该把源自西方的，由西方投射于中国的，

的是再次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要探寻的是

脱离或违背中国实际的研究问题置于一旁。我

对两者的符合实际的和可持续的重新理解，由此

们选择的问题、题目和论点不该局限于来自西方

来组合一个新型的中国现代性。

的时髦理论和问题。那样的话，中国研究将永远

我们不要盲目地援用时髦的西方理论和其

只是一个西方政治和思想的附属品，并且不可避

所关注的问题。譬如，来自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如

免地会出现论点与经验证据之间的脱节和背

下的问题：话语是否是最终或最主要的实际／真

离。我们需要破除过去对中国研究影响深远的

实？我们应该看到，现实中话语和实践都扮演着

非此即彼西方 VS.中国二元对立框架。我们应该

重要的角色，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两者之间的关

返回我们研究的主题——中国——而由它的实

系和互动。一个透过话语表层而深入中国实际

际来塑造我们的问题意识。

的做法不是要坚持话语或实践哪一方更加重要，
而是要探索两者间相符和相背离之处，理解实际
是同时包含这两方面的。过去和今天的法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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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Perkins and Yusuf，1984：第 2 章）那个早期的工

Asian Scholars，Newsletter，No. 2（Nov.），1968，重版于

业化为后来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工业基础。

Peck et al.（2009）。

⑩ 一 套 棉 布 衣 着 需 要 用 上 1.3 斤 棉 纱 ，亦 即 1.43 磅

④笔者 1975 年创办的（和如今仍然在主编的）
《近（现）

棉纱。
 当然，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由于农村的一系列变迁，



代中国》
（Modern China）则是处于两者之间的学刊。

⑤根据弗兰克本人的网页：http://www.rrojasdatabank.in⁃

这两个词汇已经比较少用。

fo/agfrank/pubs_new.html。

 可惜的是，


“ 勤勉的革命”一词的含义已经越来越含

⑥“Atlas”计算方法是根据平均的外汇兑换率，经过通

糊 不 清 。 最 先 使 用 此 词 的 是 日 本 学 者 速 水 融（Akira
Hayami），所指的是日本德川时代小农户之结合农耕与

货 膨 胀 调 整 来 计 算 的 ，而“ 购 买 力 平 价 ”
（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则是根据购买力来计算的。用 PPP 计

手工业生产（Hayami，2015）。后来，德弗雷斯借用该词

算，相应的数字是美国 55860 美元，中国 13130 元，即

来表达英格兰和西北欧在近代早期发生的消费上升是

4.25：1 之比。

伴随更多家庭成员工作更长时间的（原始工业）生产而

⑦对此，张国刚和吴莉苇（2002）著有代表性的书评。

来的上升。后者的性质其实很不一样，因为它较快成

⑧我们没有关于此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可用估计，

为农业和手工业、农村与城镇分离的生产。再其后，又
被日本学者杉原薰（Sugihara，2003 ）用来表述他所谓的

但我们有该年的比较细致可靠的粮食生产总量的估
计。珀金斯的估量采用的是每年人均产出／食用 400

劳动密集的“东亚”农业与工业（区别于西方，尤其是美

斤到 700 斤粮食，实际估算用的是人均产出 500 斤到

国的资源和资本密集型农业和工业），没有考虑到日本

平 均 550 斤 的 数 字 ，乘 以 珀 金 斯 对 该 年 人 口 的 估 计

肥等现代投入来临的时期，农业人口基本没有增加，从

600 斤。
（Perkins，1969：14-15）。我们如果据此而用人

和中国间的重要不同：在日本，在 20 世纪初期机械和化

（2.70 亿），得出的粮食总产量是 1485 亿斤（也就是 7425

而导致快速的农业现代化、农业收入的上升，以及农业

万吨）。再用王业健的该年 1.64 两银子一石（约 160 斤）

和手工业的分离；而在中国则迟至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稻谷的数字，亦即每一百斤粮食价格约为一两银子，得

年代，现代投入是伴随大幅度的人口扩增而来的，其所

出的粮食产值是约 1485 万两。
（稻谷价格可以粗略地代

带来的产出上的增长基本被快速增加的人口所蚕食

表粮食平均价格——见 Perkins，1969：288）然后，用约

掉。农业和手工业仍然（在集体化的村庄中）紧密结

斤银子，亦即 55000 吨白银。这样，弗兰克的平均每年

这是一个需要分别讨论的议题——简短的论析见黄宗

27 两银子等于一公斤白银来计算，得出的是 5500 万公

合，要到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农村工业化）方才分离。

240 吨银子流入中国之数，是粮食总产值的 0.4%。麦迪

智（2014a，第 3 卷：6，113-116）。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将全面



森用的人年均食用粮食数字（644 斤）要比珀金斯的高，
其 1750 年人口数字（2.30 亿）则比珀金斯的低，但所得

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出 的 粮 食 总 产 量 是 7400 万 吨 ，和 珀 金 斯 基 本 一 致 。

 正是那样的轻视客观经验证据的态度，导致了无视



（Maddison，2001：表 1.6）

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真实凭据，而促使美国政

⑨这里，有的读者也许需要注意，正如珀金斯等学者早

府一步步几乎无可阻挡地进入了第二次伊拉克战争。

已证实，中国的工业在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下，是以
11%的年增长率发展的（而农业的年增长率则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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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表哥”作为来自西方强国美国的正面形塑，是台湾当局试图逆转文
化自信力阙失状况的重要砝码。由于两岸长期处于对立隔绝状态，制
作“李表哥”的方案也旨在借助国际环境的认同争夺对“中国”的冠名及
正统解释权，承继了台湾当局在冷战之下言说内战的宣传策略，又体现
了融入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等时代元素的意图，可以作为冷战意识形态
投射于视觉文化的一种经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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