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之所以可能
——评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魏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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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何为“现代国家”？此等“现代国家”之建设在中国又是如何
成就的？为何“走向共和”之路上时时凸显着中央集权的导向？更进一步说，
经辛亥革命到建国革命的 38 年历程而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
共和国是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否意味着所谓的“威权”体制在中国漫
长的政治演进中承载着某种自洽的内在延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皆
是当代著名中国史学家孔飞力先生《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要着重讨论
或留下追问空间的中心问题。本文便是对孔飞力先生讲述的这一复线发展方
向故事的简要评说，并针对此书建基于演讲稿的行文特点而对他在其间有意
留白的问题或未尽之思给予进一步的理论补充与初步梳理。

导论

或许受桑原骘藏观点的影响，沟口雄三曾指出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变动：秦汉
帝国的建立、唐宋变革、明末清初的转换、清末民初的激变。1结合其著作综合
研判，秦汉帝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式政治体制的
转变；经历五代分裂割据的唐宋变革，则为内藤湖南所断言的中国由贵族社会往
平民社会的转型；明末清初的转换，乃是在西力东渐影响下中国开始进入近现代
的转机；而由此最终促就的肇端于辛亥鼎革的清末民初的激变，则是导致帝制彻
底终结中国由此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开始。在本质上，从秦汉延续至清朝的中华
帝国并非一个“国家”，而是由承受天命的天子来统治的包括“中华”与“四夷”
的所谓“天下”，是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列文森意义上的“文化主义”政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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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2此等政治构成体存续了两千多年，只有当 19 世纪晚期遭逢“洋夷”这一“他
者”的强有力挑战，其统治地位难以为继之时，才不得不放弃文化主义而转向民
族主义，以此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政治构成体来维持自身的认同。3在这种情势下，
此时被视为西方富强之本源的“民族国家”——这一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
——遂开始成为政治精英所追求的理想模式，希求通过自我改造而进入现代国家
体系的“建国”一跃成为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政治走向的中心议题。
那么，何为“现代国家”？此等“现代国家”之建设在中国又是如何成就的？
为何“走向共和”之路上时时凸显着中央集权的导向？更进一步说，经辛亥革命
到建国革命的 38 年历程而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是否具有
历史的必然性？这是否意味着所谓的“威权”体制在中国漫长的政治演进中承载
着某种自洽的内在延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所有这些皆是当代著名中国史学家孔
飞力先生《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要着重讨论或留下追问空间的中心问题。
诚如他所言，
“年复一年，20 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故事似乎是杂乱无章的，也是
具有多重发展方向的。但如果将 20 世纪当作整体来看待，这便成了一个关于中
央集权的国家不屈不挠地向前迈进的故事”
（第 119 页）。本文便是对孔飞力先生
讲述的这一复线发展方向故事的简要评说，并针对此书建基于演讲稿的行文特点
而对他在其间有意留白的问题或未尽之思给予进一步的理论补充与初步梳理。

一、原本如此：建制议程的唯一性与延续性

对于晚近美国中国近世史研究，在 1984 年出版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
美国学者柯文探讨了其间彰显西方中心观的三种偏见，即“冲击—回应”模式、
“传统—现代”模式及“帝国主义—革命”模式，并提出在 1970 年代便已出现
的一种所谓的“中国中心观”
（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替代模式。其核心
特征在于史家探索历史现象时采取的“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视角：
“鉴别这种新取向的主要特征，是从置于中国史境（Chinese context）中的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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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问题着手研究”，4即“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
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的看法——而不是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
理解中国历史”。5换言之，这种事实上的移情方法，要求史家摒除作为“局外人”
的种种“偏见”，以便进入“局中人”的世界，从社会内部依循中国社会自身的
观点探索其历史进展，而非仅将其历史视作西方历史的单纯延续。回顾起来，作
为这种中国近世史“内在取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孔飞力在以往出版的两部著
作中皆践行了此等路径，将关注重点置于中国内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以此出发
来分析与评判中国的历史。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一书中，他通过
讨论地方军事化发展与农村基层社会的结构变化，意在说明国家权力对下层的渐
趋渗透以及因晚清绅权扩大而引发的国家—社会关系的蜕变。而在《叫魂》一书
中，他通过对君主与各级官僚之间围绕谣言而展开的一系列错综复杂关系的描
述，试图揭示帝制晚期政治体制的基本运作特点及隐含的内在张力。6如果说，
中华帝制的政治结构在实质上呈现为一种“君绅共治”体制，那么，两书则分别
侧重于彼此互补且始终保持互动的两个维度：“君主”与下层士绅（准官僚）的
关系维度；
“君主”与上层士绅（官僚）的关系维度。在此等意义上，
《中国现代
国家的起源》一书，恰为孔飞力采用“内部取向”研究进路，将以往两书根本关
照内容进行系统提炼与理论统合的产物：通过分析“共治”体制在帝制晚期遭逢
根本危机的深层原因及基于路径依赖其对晚近政治走向的限制与塑造，以中长时
段的视角来说明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及与之相关的“根本性问题”的提出和
“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的设定，为何是一种“中国的过程”（第 1 页）。
借助这种理论归结，在某种意义上，孔飞力得以最终成就其孜孜以求的对于中国
近世政治—社会演进基本趋势及其内在动因的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
“现代性的构建”构成了 20 世纪历史走向的中心议题与最具霸权性的一种意
识形态，而作为现代性构建重要环节的中国“现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则是孔
飞力四十年来以“中国经验”为“实验室”而探求的一个核心问题。然在此书中，
何谓“现代”，何谓“现代国家”
，他并未给出明确界定，而只是将政治参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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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个维度作为衡量现代国家的基本指标。在这里，与其说他明
显参照的是欧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的政治模式，毋宁说他只是从形式上借用了
这种易于（西方）读者理解的叙述结构，而在事实上则是通过分析中国内在问题
与时人对之进行的内部思考来彰显此等结构的有限涵括力与解释力，最终“暗度
陈仓”巧妙地构建一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式的反叙述结构。对于中华帝制晚
期而言，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虽属“根本性议程”/“建制议程”
（constitutional agenda）的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三者根本上并不能等量齐观，
前两者独立存在的维度并不明显，在很大意义上，政治控制——无论是自上而下
还是自下而上——始终就是唯一存在的根本性议程。即便在西力东渐的影响下，
它也只是制造了一个新的语境（context），一种观察理解老问题的新框架
（framework），一套借以获取更大正当性的话语与解决方法，并未改变“机制上
的深层结构”（序言第 7 页）及其塑造的构建强大国家的终极诉求。在这种意义
上，译者在“导言”中效法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一说归结出中国现代国家
建构后来呈现“政治控制压倒政治参与和政治竞争”的态势（第 17 页、第 23
页），近乎是对孔氏研究思路的一种过于化约式的误读，毕竟无论在帝制晚期还
是在走向共和的中国政治棋盘上，两者与政治控制的维度始终并未构成一种对等
的博弈关系，甚至亦从未成为基本政治考量的一种独立存在的因素，而只是甚至
始终是政治精英借以达致中央集权式政治控制的手段与工具。
首先，在帝制晚期，异于雍乾年间的文化专制，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开始
重振，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社会矛盾加剧迫使统治集团寻求对策，忧国忧民之
士试图力挽颓波的反映。追溯其地域渊源，不难发现，明末清初经世思想家的故
乡湖南、江浙，这时又成为经世派最主要的发祥地（湖南以陶澍、贺长龄、魏源
为代表；江浙以包世臣、龚自珍、冯桂芬为代表）。这种思想传承直接决定了他
们所持治国之道的根本目的是使得处于空前危机中的王朝适应现代条件的挑战，
从而使其能强大起来，并更为有效地运作。在本质意义上，“是要加强那个孕育
了他们的文化并造就了他们的地位的政治体系”
（第 109 页）。一方面，他们提出
的一系列所谓扩大“政治参与”的建议，原本就是同国家权力的加强自然绑定在
一起的，两者存在“理”所应当的逻辑推演关系，以图“通过文人们更为热诚地
承担责任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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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第 31 页）。他们设想的，绝非是带有根本性质的改变，
更不是革命，而是“一个更具有活力、也更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
（第 43 页）。
与之紧密关联的另一方面，则是他们都把应对中介掮客问题，当作根本性议程中
应予最优先考虑的事项。针对 19 世纪上半期改革焦点的漕运、盐务和河工存在
的诸弊端，魏源的主张是尽可能减少官僚体系对这些活动的介入和干预，消除大
量吞噬财政支出的人为因素，而冯桂芬在设想上虽无多大不同，但要求改革财政
体制的言论更为激进，毫不含混地主张“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
“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
提举等官……必宜量裁”。7 改革的目的就在于因应 19 世纪中国国家面临的畸形
现象：农民因不堪忍受苛捐杂税而揭竿而起，然国库收入却仍不敷开支所需。在
此情势下，人口压力的危机，极易使得原本主要属于财政上的问题转变成为政治
上的威胁（第 89 页）。由此，为消除危机根源，就必须控制或排除横亘在“国家”
与“民众”之间的亚官僚阶层（胥吏阶层），尽可能杜绝“创收政治文化”（第
86 页），以求最大限度地巩固与强化中央集权。在这种意义上，此等鲜明的改革
诉求与前述扩大“政治参与”的主张可谓异曲同工，只不过一方是间接手段，而
另一方是直接措施。
参照欧美政治模式，孔飞力将政治参与、政治竞争与政治控制三个维度作为
衡量现代国家的基本指标，然而，通过对帝制晚期政治精英的思想—制度探索的
解读，他证明了这绝非是一个妥适的叙述结构。他们关于政治参与的思考并未超
出传统“忠君济民”思想的范围，其源头活水依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事
实上，之所以鼓吹广泛的政治参与，其理由并不在于这关乎自然正义，关乎天赋
人权，更绝非这可以限制国家权力，而在于这将有助于提升政府的有效性，有益
于强化国家权力（第 45 页）。尽管这些发掘出来的旨在推动变革的观念是传统思
想中与近代思想最为接近的部分，是对传统思想进行近代改造不可缺少的基础，
但它们始终是源自中国“内部”的本土资源。故而，他们从未试图就政治权力的
本原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力正当性基础的问题发问，更未涉及到西方宪政设计中的
权力制衡问题。

7

参见李少军：《迎来近世剧变的经世学人：魏源与冯桂芬》，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01-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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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19 世纪最后 30 年，西方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
上，唯一得到承认的历史演员便是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而支撑建国运动的意识
形态力量亦正是此等民族国家体制。19 世纪末期，在西方强大军事力量面前，
作为普遍主义的天下观再难以支撑下去，并渐趋为秉持民族主义的国家观所取
代，而当时获得普遍接受用来解释由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所构成之世界体系基本
原理的进化论，成为具有根本性关怀的知识分子们寻求自强变革以拯救中国的内
在根据。在此等情势下，旧的根本性议程的内容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重新呈现：
“在
这一过程中，关于政治参与和权势力量之间、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以及国家
与地方之间关系的老问题，以民族主义和公民权利的新语言被提了出来”
（第 24
页）。在所用语汇改变的同时，其内容也跟着时代的演进而获得更新，但在很大
程度上政治—文化精英们提出的自强之道却仍源自中国传统的资源，伴随时代演
进所提出或推行之举措的最终目的仍旧是在列国竞逐之时代如何成就一个强大
的统一国家。
20 世纪前后十年，关于政治参与的看法在中国是通过一种从实际经验中得出
的地方自治观念而得以表达，孔书即以此作为讨论主题阐释上述观点。可以说，
19 世纪晚清儒家所赞同的在皇权下自治的空间是以“封建”——这一可以动员
的传统——来获取正当性的。闵斗基和沟口雄三等人的研究表明，“封建”话语
在历史上曾被用作对抗中央集权的国家统治的传统，然到了晚清，此观念却转被
用作限制皇权的变法计划。8正如孔氏敏锐观察到的，“作为外来观念的‘自治’
一词，似乎同中国古代关于‘封建’的复杂的观念体系——这是建立在对于人性
的不同于西方的观察之上的——有着相似之处”（第 117 页）。事实上，在地方
自治蓝图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被建构的亲密无间的关系，就源于“一种私
家的亲情向公共领域的扩大”这一重新挖掘出的中国古老的“封建”传统。9而
“根据这种看法，由国家权力中枢所任命的官僚机构的强制性行为，永远不可能
像地方领袖治理社区时那样产生善政良治”（第 117 页）。正是在此等意义上，
“自治似乎成了唯一可以同专制权力相抗衡的力量”（第 118 页），而这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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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 148 页。
[美]孔飞力：
《封建、郡县、自治、立宪：晚清学者对中国政体的理解与倡议》，华人译，载中国社会科学
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27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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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目的就在于吸纳封建时代分权统治的合理成分来冲抵郡县制的过度集权
的弊端。
根据梁启超的观点，自治的社会恰如军队，“其军队之将帅，则群中人人之
良心所结成的法律是也”，法律是由集合了每个人自然的利他动机与精神而成，
是个人品格修养的延伸，而正是“这种意境内在化的社会自律的意念，是自治运
动的真谛之所在”（第 115 页）。其推演的逻辑在于，欲求实现“自治”就必先
“转向自我”，谋求个人的自我改造，即儒家所谓的“克己”，“克己谓之自胜，
自胜谓之强。自胜焉，强焉，其自由何如也！”在这里，梁氏强调，为求“自由”，
则求“自强”；为求“自强”，则求“自胜”；求“自胜”，即为“自治”，“自
治”与“自胜”仅一步之遥，“自胜”才是社会规范的最基本问题，才为自我实
现之关键。不难发现，梁氏这时已将自治的原义从自我治理、自我统治（self-rule,
self-government）转变为自我限制、自我克制（self-mastery , self-control），
即将政治意义上的个人自治，本土化地解读为伦理上的个人自治（自制）。10梁
氏认为，强国必先强民，国人当务之急在于求一身之自治与求一群之自治（后者
将以前者为基础），恰如人的肌体的生理构成，每一个细胞都包含着完整的基因
密码，就可为作为整体的肌体提供机能。“在这些自治的‘小国’和更大范围的
国家实体之间，并不存在着冲突。国家只不过是这些小国的‘扩大的图景’，所
以，如果自治可以在这些小国实行，那么，有效的自治当然也可以由国家根据它
们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第 116 页）。为阐明其观点，梁氏这里借助的是
达尔文的“总体”和“个体”的譬喻。因为“总体”只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体，
由此显然只有强壮的个体才能组成一个强壮的总体。11显而易见，他理解和欣赏
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并非霍夫斯塔特所称的“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他
所称的“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他最关注的竞争是
他所称的国际间的竞争（“外竞”），而非一个国家内的竞争（“内竞”）。12
不难看出，虽“自治”的基点被下放到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个人，然这里
的个人却并非所谓个人权利的基础，亦与人权理论所讨论的个人概念无关。梁氏
10

杨贞德：《自由与自治：梁启超政治思想中的“个人”》，载《二十一世纪》2004 年 8 月第 84 期，第 32
页。
11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74 页。
12
参见[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同上注，第 120 页。
7

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群体的集体权利，或更具体地说是中国的国家权
利，惟有在集体主义的框架内其主张才能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达成妥协。可以说，
以梁氏为代表的政治—知识精英的“地方自治”主张是在中国传统思维下求新的
一种努力，是“把传统的以封建理想为中心的变法精神与适应多变的现代化要求
相结合的产物”。13他意图通过对地方与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此种“水到渠成式的
整合”（第 117 页），来对专制的中央权力进行“改造”，以求通过自下而上由点
及面的路径，最终推动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在中国的确立。由此，在这种观念下，
所谓的“地方主义”并没有确定的意义，他的讨论只是着眼于地方政治的精神心
理基础，而所谓的“地方自治”思想，也只是用来为在中国范围内进行政治权力
的均衡提供理论根据而已。质言之，借助地方自治限制专制君权的目的，在终极
意义上仍在于意图促成集中化的现代国家中央权力（开明专制）的实现。即便这
种渐进主义话语很快即被干涉性极强的国家主义话语所消灭，即便梁启超很快地
全面转向国家主义立场并在民初立宪之时强烈鼓吹“主权在国论”，但他也许从
未彻底放弃这种混杂的“自治”观念。在此种意义上，他的“转向”与其说是一
种智识层面的明显断裂，毋宁说是其宏大思想谱系上的一脉相承使然。就此，孔
飞力在一篇研究晚清地方自治的文章中得出如下结论，可谓切中肯綮：“对梁启
超而言，宪法与立宪的力量既不在于它具体的代表选举的机制，也不在于它分权
限权的条款，而在于它的精神鼓舞作用。而分权的思想，只是在它能够进一步促
进最终的权力集中和权力强化的范围内，才显示出意义”。14
在此书前言的结尾，孔飞力这样谈到，“‘根本性议程’的长期影响力，是从
一带接一代的传承中体现出来的。这里所揭示的，是历史演变在机制上的深层结
构”（前言第 7 页）。换言之，他意在表明，只要所谓的“深层结构”保持不变，
在中国现代和帝制晚期的种种表象背后，旧的议程必将在新的环境下一再表现出
来（第 102 页）。根据我的理解，这里的“深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与历史
传统相互依托的社会—政治体系，而同一议程在连续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出现，就
意味着此等体系仍然具有制约作用。在从帝制朝向民族国家转型的大时代，成就

13

See Min Tu-ki,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in Philip Kuhn
and Timothy Brook,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1989, p.136.
14
[美]孔飞力：《封建、郡县、自治、立宪：晚清学者对中国政体的理解与倡议》，华人译，载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27 辑），同上注，第 10 页。
8

以从“旧秩序”转向“新国家”、将“天下之民”改造为“国民”、由“地方分权”
走向“中央集权”为基本使命的“旧邦新造”，或许只有到 1949 年建国革命成功
之后才具备完满实现的现实可能。

二、为何如此：中央集权制的历史性与必然性

综上所述，在孔飞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政治控制始终是帝制晚期直到建
国革命这一历史中长时段里唯一存在的根本性议程。只不过，19 世纪 60 年代以
降，其原有维度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体制内，地方主义渐趋做强，并造就了中央
与地方之间的统合困境成为以后百年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问题；在体制外，横亘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问题，一直未获解决而延续下来，并与前者相
互影响相互补强，实质性地制约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化。虽然，以今日视点事后
观之，中国之历史大势是经辛亥革命 38 年后实现的中央集权制和社会主义的人
民共和国。然而，历史的实际发展却不会只存在一种可能结局的宿命。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最初 20 年，随着时势发展，联邦主义政治思潮日益获得合法性地位，
成为一种有力的趋势，并同建立强势单一制国家的努力形成对峙之时，似乎预示
着中国政治轨迹发生本质变化的重大可能，但此等尝试却在昙花一现后湮没于历
史的尘埃之中，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合法的遗产——中央集权观念最终再次捍
卫了自己的地位。那么，经辛亥革命到建国革命之历程而实现的中央集权制的现
代国家是如何在中国最终成就的？换言之，中央集权的国家何以能够在同“中介
力量”以及地方自治现象的对抗中最终完全压倒对手而占据上风？这或许正是孔
飞力此书意图最终阐释清楚的问题。对此，结合上述政治控制的两个维度，我们
不妨通过探究联邦主义国家观为何最终落败以及“中介力量”障碍如何终获排除
这两个问题，来完成对此宏大终极命题的梳理与解读。
辛亥革命时，并无预定某一取清朝而代之的新体制。辛亥革命的历史特质之
一，就在于其采取了各省独立这一形态。所谓“独立”，便是省的权力自清朝统
治体制中脱离出来，由此导致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体制的瓦解。15为填补这一瓦
15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78-81 页。
9

解后的空白，各种各样的国家构想便在革命后的中国交错出现：或以新的王朝体
制取而代之，或建立新的君主立宪制国家，或各省联合的联邦制共和国，或建立
新的中央集权制民族国家。作为理论可能性，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但根据沟
口雄三的研究，这种分权化的地方主义胎动于明末清初县规模的“乡里空间”，
19 世纪后半期为应对内外危机，清政府推行“双重绥靖”政策，得益于此，地
方势力开始获得实质性增强，并最终造就清末省规模的“乡里空间”的成熟及其
结果的省的独立。由此，从这一历史推移来看，联邦共和国体制在此时似乎是最
为现实的构想。16同时，近代中国有一项特殊国情，即大约在庚子之役后，越来
越多的士人感觉到中央政府在救亡图存方面不可依靠。这样，近代中国民族主义
思想中很早就产生了通过地方自立这一看似“分裂性”的举措来完成全国救亡这
样一种曲折的思路。17这种取向无疑为联邦制的政治构划提供了理论支撑，20 世
纪 20 年代初期风行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便是其发展的顶峰。就此，杜赞奇这样
评论道，“联邦主义者的话语围绕着所继承的以强化地方来建国的主题展开，试
图即使不把省确立为主权政府，至少也要确立为自治政府，并以此作为建设一个
现代化的联邦政体的国家的基础”。18换言之，联邦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方案视
为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这一理想的替代，而是视之为对民族统一的另一种解读。联
省自治本身并不被视为终极目的，而仅仅是“全中国独立”的前奏。19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各派势力其实皆是围绕着如何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这一
中心课题而展开政治竞争的。而联邦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便是
代表着几种相互竞争的努力，他们都想促进从地区性制度到全国性制度的转变。
就话语领域的竞争而言，经历激进的五四时期，除了作为现代性的“他者”，
“封
建”这一传统已不被期望扮演任何角色。由此，联邦主义者此时不再用历史语言
来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观辩护，而转向了融地方自治与民权于一体的新的话语。为
运动所起的新名“联省自治”本身即反映了省自治与个人自治的民主意识形态的

16

[日]沟口雄三：《辛亥革命新论》，林少阳译，载陈光兴、孙歌、刘雅芳编：《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同前
注，第 129 页；详见[美]弗朗兹·迈克尔：《19 世纪中国的地方主义》，高翠莲译，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编译室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53 页。
17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5 页。
18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 170 页。
19
[美]费约翰：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峰等译，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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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20而反联邦主义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一直是一个由中央集权的统一
政府来进行统治的国家，所以目前的混乱局面只是治乱循环的一部分，迟早会重
新统一；从现状看，中国不能统一的根源就在于军阀割据，在此等情况下，谋求
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联邦制，无异于缘木求鱼，绝不可能成就国家的统一与强大。
其实，无论是哪方主张，其基础都是对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独特解读，以
及对作用于民族内部的更大的历史力量的不同理解。然而，实际上从当时各省当
局主导制定省宪的事例来看，联省自治的确存在为试图维持现状的军阀所利用的
一面，而这在国家贫弱但国家主义话语强大的时代往往最易成为被诟病的对象。
对此，时人杨荫杭的评价甚具代表性。在他看来，自治不过是割据之别名，此主
张可能引发国家的进一步分裂：西南各省有野心人物，因侵略他省失败，“一变
而为‘孟罗主义’。其名则曰各省自治，其实则既无余力侵人，又不肯牺牲其势
力以求统一，乃不得已而假‘孟罗’二字之新名以标其主义，并假‘自治’二字
之美名以耸人观听。其实即封建割据之别名”。21
显然，联省自治运动力图采用民主的叙述结构来彰显自身的正当性，然而，
反联邦主义者却似乎从未放弃从历史的叙述结构来对其进行攻击，将这一运动与
“封建”、
“割据”勾连起来，径直视其为在自治、自治运动及民权等民主语言的
外衣下重演的分裂与分裂主义的历史。而正是延续这一批判思路，以陈独秀为代
表的中共党人通过巧妙地话语再造，与当时主张中央集权国家话语的国民党盟友
桴鼓相应，分别从权力政治与权威语言两个层面，最终消灭并从意识形态上彻底
埋葬了联邦主义这一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他种道路。详言之，诚如上述所论，在
帝制晚期的中国，“封建”一词已发展出一种很强的制衡专制权力的历史批判作
用，但在陈独秀使用该词时，它已成为一个完全贬义的字眼，代表着一种负面的
力量。“它之所以获得此种力量，是因为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范畴之后，
它代表着一种生产方式或生产关系。但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开始产生新的意
义，以此为中心，20 世纪中国错综复杂的现实便被组织起来并开始产生一套新
的、19 世纪后期关于封建的观念所不曾具有的意义或对社会现实的想象”。22 可
20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 180 页。
参见 1921 年 3 月 12 日《申报》，转引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56 页。
22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 192 页。
21

11

以说，革命者对民族语言形成的最终贡献，就在于它对“封建”一词的再发现与
再利用。在此过程中，陈独秀巧妙地将这些所谓的“旧道德的死尸”包装进新道
德之中，而这种“新道德便寄寓于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代性的叙述结构中”。
23

由此，
“封建”在不知不觉中从制度论转变为生产关系论，从褒义沦为贬义，联

省自治运动也在不知不觉中为反帝、反军阀所取代，而失去了其自然发展的希望。
24

对此，杜赞奇评论道，“‘封建’一词意义的改造使联省自治运动的倡导者付出

沉重的代价，因为它抹杀了整个一种他们可以依附的异议政治传统，由此也使之
失去了作为这个传统的合法继承者来动员历史为自己服务的那些话语策略”。25这
场文化战争如此成功，以至于“从此以后，没有任何诉求民族主义理想的运动，
能够一边期望一种非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组织模式，一边不无自相矛盾地声称是现
代的”。26与此同时，伴随军阀混乱达到顶点，获得苏俄支持的国民党人开始相信，
民族统一才是省级自治的先决条件：
“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国全体独立之后，
始能有成……自由之中国以内，始能有自由之省”。27这就意味着当时的进步势力
已然转向诉诸武力之传统以达民族统一的国民大革命。虽然当时几乎无人注意，
但 1922 年 6 月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决裂却无疑标志了一种政治上的断裂，而
这对于联邦主义国家观在中国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以后，中国一直走
的是一条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道路，而其前景是联邦共和制国家的脆弱的民主与
自治机关也再也无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立足。
1928 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重新树立中央集权的政权，关于联省自治的
讨论自然难以为继。然日本的入侵，致使全民战争爆发，中国政治的中心主题由
“集权与分权”导向“反帝反殖统治”，历史以抵抗列强尤其是日本的侵略与民
族主义的高昂为“起跳板”，急速地转向了捍卫与建设中央集权式民族国家的方
向。为应对危机，国共两党被迫采用与对手同样的军国体制，28并围绕争夺抗战

23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 191 页。
参见[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08-109 页
25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 192 页。
26
[美]费约翰：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同前注，第 240 页。
27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 年 1 月 30 日），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1840-1926》，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58 页。
28
这种军国体制对事后中共的国家建设产生的重大影响，其直接体现就是建国初期在全国六个大区实行的
党政军一体的分权体制。这种治理策略有利于内战结束后占领各处的各野战军，而不利于在敌后战斗多年
的地方游击队，后者被认为与地方关系过于紧密而不利于建立一个忠于中央的政治机构。参见[美]李侃如：
《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7-108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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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导权而展开竞争，毕竟“抗战”就是“建国”，其主导权归属与战后新政治
体制的确立紧密相关。291949 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便是共产党在与国民党
就抗日民族主义的领导权而展开的竞争中取得胜利的结果，但同时，这一过程也
对其政权重建产生了结构性的制约作用：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在新的政治共同体
之内，而是不得不在已经习惯的民族国家的框架之内来实现。30按照沟口的说法，
“虽然在其肢体上烙印着来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西欧文明的印记，发生了
料想不到的变形；但是，尽管采用了否定的方式，它在最基本之处仍坚实地继承
了自己的历史，中国又终于‘作为中国’得到了新生”。31换言之，它不仅要继承
清朝的版图，而且也要承续清末以来诸政权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当然在国
家建设过程中，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也根据社会主义的目标重新对其进行了解
释，所以在国家统合方式上也必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崭新面向。在孔书中重点
描述的新型体制下地方行政的重塑以及中间掮客阶层的排除，便是集中体现。
中国试图通过自我改造进入现代国家体系的首次尝试发生于清末“新政”时
期，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政权进化中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此时，连年的内忧外患使
得政府濒临崩溃，而义和团运动失败与《辛丑条约》的签订，最终迫使清廷相信，
自己的生死存亡有赖于一场现代化的计划。与其同时，如欲偿还庚子赔款以及支
付新政所需的费用，就只能通过加强国家财政、扩大国家权力以汲取更多财税来
实现。根据查尔斯·蒂利的界定，所谓国家政权建设就是一个国家试图拓展、强
化其对社会控制的过程。因此，对清政府而言，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与此等议题
勾连在一起。不过对其而言，肃清与巩固农业税源绝非易事。承自明朝的田赋征
收中的两项弊端——中间掮客的中饱私囊与弊端丛生的征税系统（第 78 页），囿
于国家治理能力所限，直到新中国初期，依然困扰着国家政权。由此，如何控制
中介掮客或将他们排除出去，以及如何将纳税责任固定地建立在人头居所的基础
之上（第 100 页），遂成为中国进入 20 世纪的所有政权国家建设议程中根基最为
牢固的一部分（第 92 页）。
与近代早期欧洲相似，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国家建设主要表现为，国家在同
地方势力争夺税收控制权的对峙中，借助地方行政机构的官僚化与正规化，不断
29
30
31

参见[韩]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同前注，第 158 页。
参见[韩]白永瑞：《思想东亚：朝鲜半岛视角的历史与实践》，同前注，第 162 页。
[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三联书店 2011 年版，第 1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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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走”夹在国家与纳税农民之间的“中介力量”的过程（第 93 页）。然与先前
欧洲情况不同的是，在中国，经济的现代化与民族的统一亦是摆在新政权面前的
共时性问题。而且，这些诉求并不像欧洲那样源于自身内部的发展，而是来自外
界的强求。由此，这些因素要求政府培养地方领导来实现国家的目的，但为了避
免社会和法统危机，地方领导层的重建必然先于近代政权对传统权威的破坏。32这
种无力抑或不愿触及传统权力结构的导向，无疑在根本上制约了民国时期国家建
设的最终成效。对此，杜赞奇采用“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概念加以描述。在他看
来，内卷化的国家政权无力建立有效的官僚机构从而取缔非正式机构的贪污中
饱，而后者正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增加榨取的必然结果。33换言之，此等国家
政权欲想摆脱社会权力的影响，力图发展一种不受地方精英控制的基层权力机
构，但它却无法使得自身完全官僚化，以至于只能依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
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而这必将阻碍国家政权的真正扩张。事实上，民国
历届政府都未能像日本人那样一举革除旧制。1941 年日伪政权在华北强制推行
大乡制，取消了自然村的管理职能，强行打散地方乡村的权力结构，代之以对政
府负责的行政人员，从而实现基层政权直接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目标。34显然，此
等国家建设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作为入侵者，他们对摧毁传统的乡
村权威结构没有心理负担。35
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可谓整个民国时代的普遍现象，而 1949 年建国革命的胜利
则标志着这种二律背反困境的终结。实行土改与集体化后，新中国完成了民国政
权所未完成的国家建设任务，根本上解决了自明朝以来历届政府无法解决的难题
——偷税漏税和贪污中饱，即为明证。或许鉴于他的学生杜赞奇在其成名著《文
化、权力与国家》中对这一过程已有精彩论述，为不落窠臼，孔飞力就此一笔带
过，而将论述重点放在对于中共获此成功原因的分析上。在孔氏看来，与以往政
权一样，新政权仍是从排除中介掮客与稳固纳税责任单位两个层面来因应此等历
史顽疾的。首先，中共通过土改这样的社会革命途径实现了对中国农村社会基本
结构的改造，“消灭了一个通过其‘作为’而使得很大一部分税赋收入到不了国
32

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版，前言第 4 页。
33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同上注，第 54 页。
34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等译，同前注，第 161 页。
35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同前注，第 2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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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手里的‘国家代理人’阶级”（第 94 页），从而彻底排除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
“中介力量”存在的社会基础。正是有赖于阶级斗争而达致国家独立、解放和富
强的意识形态灌输以及由党掌控的新式“权力的组织网络”，36中共政权在深入乡
村时摆脱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陷阱，有效地实现了社会动员和对乡村社会的
整合，由此完成了从保甲制度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制度创新：
“创造一个忠实于国家的组织，而这一组织又牢固地扎根于自然村之中”。37
其次，新政权又以强势国家的力量为后盾，通过农业集体化从基层开始建立
了与国家政权相联结的各级组织，从而解决了从帝制晚期到民国的所有政权都无
法解决的国家向农民和农村实行有效汲取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成功，可以说是农
业集体化与作为一种特殊汲取手段的“统购统销”联动的结果。“税收的基本单
位，也包括‘统购’的基本单位，便是集体化之后的单位”（第 98 页），这就意
味着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征税单位、土地所有权和政权结构的完全统合。38合作
社的领导者成为国家的税收代理人，在他们领导的社会单位中，土地与民众的居
所得以整合，由此土地纳税责任的确定不再存在问题，税收记录也不再因土地转
让而出现混乱，因为市场体系已不复存在，而土地亦不再能够转让。虽事后对这
种激进的行政体系进行了修正，但“大跃进后的调整收缩，社会主义规模的缩小
却是同行政控制的强化混合在一起的”（第 100 页）。“三级管理”体制，经过调
整，以自然村为基础的生产队重新成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较大的具有社会主义性
质的所有制单位（公社与生产大队）则转变为行政机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公社开
始扮演大致相当于民国时期“乡”或“镇”的角色，成为农村地区国家最基层的
行政单位。在孔氏看来，乡镇行政化的实现，意味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的实质性
拓展，因为与以往不同，公社的领导人来自于其他地区，由国家任命并从国家支
薪，从而能够使其成为国家对县以下各级实行控制的可靠工具。1983 年邓小平
肯定了此等区分开来的做法，这就使得在人民公社制度瓦解的情况下，国家对于
农村社会的这种行政渗透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并延续至今。总之，“土地改革和
36

强世功：《法制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9 页。
See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416.
38
根据统计，作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户，在 1950 年代早期有 1 亿个以上，在集体化后被整合成大约 75 万
个合作社，而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时代，行政和生产责任被合并到大约 2.5 万个公社的管委会手中。
参见[美]詹姆斯·汤森、布莱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4 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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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在行政上的作用，不啻于国家在更为深入的层次对于农村社会的渗透，也
使得国家能够对农村实行更为强有力的汲取”
（第 100 页）。从此意义上说，无论
从政治层面上还是从经济层面上农业集体化运动均实现了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
在比较中、法两国国家建设历程后，孔飞力得出结论：“只有在社会体系发
生基本的变化之后，国家本身的根本性改造才是可能的”（第 86 页）。事实上，
这应为此书的一个根本观点。这里的“社会体系”即为他在书中数次提到的“深
层结构”，深层结构如未实现“基本”更易，新旧政权面对的根本性议程就可能
存在共同之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革命”失去了意义？孔氏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指出，“新国家的各种需求，远远超越了旧政权之下的任何想象。那种国家只
是满足于维持现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制定通过对农民的汲取来强行推动
工业化的战略，以及掌握为实际推行这种战略所需的行政力量，都是没有革命便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第 101 页）。这里的“革命”，便是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
革命，他将其理解为对 19 世纪以来的整个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本问题的解决，
并为这个现代化运动制定未来的方向。详言之，对内，通过公有化运动，使得以
农业为主的国家实现了社会动员，并依社会主义的原理组织农村社会，解决了晚
清到民国都未能解决的国家税收问题；对外，通过有效地将社会组织到国家目标
中，使落后的中国社会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完成民族主义任务。39然而，
支撑实现此等“旧邦新造”强势力量的组织基础却在于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党的
一元化领导的政治构造模式。在邹傥看来，中共建立新的国家就是此等政治模式
的一种投射。40伴随政党角色的变化，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得到巩固，社会主义
国家最终发展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党—国”体制，“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
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41而此等党国同构体制之所以具有强
势威力就在于：基于中心化的权力集中于政党，其组织结构深深地渗入各个社会
细胞之中，政党可在不同层次上直接介入国家行政，从而使得公共行政不再遵循
一般官僚制的逻辑，通过这种党—国互动，甚至国家本身也成为一种进行政治整

39

参见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三联书店 2008 年版，第 64 页。
“接受现代意识形态的政党，通过自身调试契合了中国国情，并发展出一套组织体系，形成一套惯常作
法，然后再将此等意识形态、组织体系与惯常作法扩展适用于整个国家”。See Tang Tsou, “Revolution,
Reintegration, and Crisis in Communist China”, in Ping-ti Ho and Tang Tsou ,eds.,China in Cri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p.285.
4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同前注，第 13 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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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公共行政工具。42由此，政治与国家的此等相互统一，消灭了独立于国家的
社会范畴存在的可能性，不仅造就了一个前所未有、笼罩一切的庞大的国家体制，
而且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皆整合到政党的周围。在这种名副其实的“全能主义”
式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国家建设豪言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可以说，中国革命并未像马克思预见的那样产生出一个与历史上一切国家形式不
同的国家，即向着国家消亡过渡的自我否定式的国家，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一
党专政与高度集中的权力构造——重复了作为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器这一国家
形态。

余论

在此书的序言，孔飞力对其基本观点做了如此说明：
“尽管可能会有种种例外，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国家’的特点似乎是符合于‘根本性议程’或‘建制
议程’的产生取决于国内文化这一原则的”。这其实是在实质意义上重述了“中
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之根本动力来自中国内部这一中国中心取向研究进路所持的
基本思想：19、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从 18 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
在的结构和趋向；尽管晚近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但这个社会的内在历
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
那么，这里的“国内文化”究竟何指？这种“文化”又如何决定了“现代国
家”最终呈现的仍是中央集权式的国家构造样态？从近程来研判，如果从辛亥革
命到建国革命这 38 年进行眺望，我们就将看到：两千年之久的王朝体制的终结
这一“纵断面”的历史过程，是一个经历了与历史的横断面——鸦片战争以来西
欧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西洋文明的传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垄断化—
—冲突和对它的吸收从而建立起新民族国家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克服“三千
年以来的危局”，进而成就“旧秩序转向新国家建设”的过程。43然而，与欧洲民
族国家的出现往往先于民族的形成不同，20 世纪中国国家政权建设是在民族主
42

参见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代序言）》，载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1 年版，第 22 页。
43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同前注，第 82-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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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现代化”的话语下同时进行的。这是由于旧的统治阶级对新的局面缺乏适
应能力而遭受帝国主义的蚕食，但这反而使得反对列强支配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得
不同时承担彻底变革旧社会=政治体制的任务，由此反帝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结合，
往往成为中国民族主义一贯的传统。在柄谷行人看来，因为殖民地化国家的资本
是买办和从属性的，这就决定了在这些国家只有社会主义者才能实现此等双重取
向的民族主义任务，由此也决定了社会主义者必须取代绝对王权乃至资产阶级来
完成他们本应完成的历史使命。44这种洞见不仅说明了为何“跨越”历史阶段而
一举走向社会主义的所谓“不断革命”理论基本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而且也
阐释了旨在消灭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却走向了它的反面——对旧有国家机
器的保存与强化的内在根源。在很大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历史的构造，决定
了中共之所以能够最终获得政权，并承继中央集权式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体制。
从远程来解读，决定结果的首要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恒久性和至高
无上的大中华中心主义。45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它庞大的规
模、相对先进的国家行政官僚结构及其清晰而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更关键的是
它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采用西方思维观之，恰如罗马帝国一直演进并绵延
到了 20 世纪那般，由此，像这样一个存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
其影响力绝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间。甚至在新体制超出
旧类型时，传统价值和行为模式也可无限长久地持续下去。而大中华中心主义者
近乎坚信，可能有的最好社会永远是中国人所经验的，外国的方式也许可以吸收
进来，但永远也不能代替中国文化的本质，显然，这种观念自然强化了其传统秩
序的恒久性。
在此书的结尾，孔飞力对集权式中国体制的前景做了如此预测：
“关于政治参
与、公共利益和地方社会的老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以较少受到中央集权国
家影响的方式而重新得到界定。那么，中国现代国家的规划是否能够超越狭隘的
基础和僵化的中央集权而获得实现？这是一个只能由时间来回答的问题。现在，
许多中国人相信，这是办得到的”。不难看出，这是一种超越具体体制变迁而对
中国政治整体可能走向的基本预估。事实上，鉴于诸多国内和跨国因素变量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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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相互转化，阐述一系列中国的合理前景远远比尝试预测中国可能要走的道路
更有意义。对此，当代著名中国问题学者李侃如先生在其《治理中国：从革命到
改革》一书结尾做出了相对更为系统的合理展望。46他认为，根据未来 20 年的具
体发展与选择，面向未来的中国政治构造可能会有六种程度不同的可能结果，而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两种对立的前景。
根据他的预测，最具可能的前景是，一个“成功的中国”到 2020 年可能会实
行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但在全国范围内它可能仍将保持一党统治的体制。虽然这
个占支配地位的党不再禁止一切竞争性的政治活动，也不再保留果断地干预一切
活动领域的权力，由此将会出现一个更为自由和准民主的政治体制，但它仍将寻
求集中政治权力，并运用这种权力来支持经济和国家安全的发展。与之相反的是，
到 2020 年，即便出现一个所谓“完全的民主体制”——虽然发生的机会非常小
——它也很可能是无法管制的公众诉求在此前某个阶段使政治体制崩溃的结果。
然而，鉴于中国的极端复杂性及其政治历史，从这种伤痛中产生出来的任何民主
体制可能皆是制度上虚弱并高度腐败的，并且强大的地方势力会不断测试这个国
家的统一的底线，各种政党更可能代表的是地方而非全国性的社会利益集团。如
果这种危机和转变真的发生，那么，2020 年的中国就可能具有 2003 年印尼政体
的许多噩梦般的政治特征。
综上所言，从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视角整体考量，似乎中央集权体制才应
是中国历史本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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