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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敍事是歷史書寫的靈魂。本文回顧了二十世紀以來持不同意識形態的歷史

學家，在各個時期對中國近現代史主敍事的建構以及對歷史分期問題所做的不同

解讀，繼而討論了全球化時代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面臨的挑戰，最後提出從國家轉

型的視角重新界定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敍事，認為中國近現代史是十七世紀以來從

原初形態的華夏王朝，經過早期近代的多族群疆域國家向統一集中的現代民族國

家轉型的過程，並據此提出不同於以往的分期方法。

關鍵詞：中國近現代史　主敍事　歷史分期　疆域國家　民族國家

一　中國近現代史的敍事建構：二十世紀的回顧

人們對既往歷史的認識和解讀，跟自身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關。每當歷史

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歷史書寫便面臨新的使命，即如何從新的歷史制高點，

回溯過去，識辨既往與當下之間的連接，修正曾經為人們所廣泛接受的歷史

認知架構。這裏所謂的歷史認知架構，是指對一個特定時段的歷史過程的提

綱挈領的總體認識，所強調的是這一時段的歷史主題，亦即歷史發展的主要

線索。這一線索猶如一個故事，有其起源、中間過程和結局，也就是所謂的

「主敍事」（master narrative）或「宏大敍事」（grand narrative/metanarrative）。不

同於具體歷史事件的一般敍事，主敍事所突出的是一個長期歷史時段的總體

發展脈絡；國內史學界過去有「歷史主線」之謂，意思相近。主敍事對歷史書

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為人們認知歷史過程提供了一個全景式的畫面，猶

如站在深山遠處，可以略去枝枝節節，看清整片森林。更重要的是，主敍事

給人們啟示所敍歷史過程的意義，啟迪歷史發展的方向，為具體歷史事件和

人物的評價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歷史書寫離不開敍事的建構，沒有敍事便沒

有歷史1。而主敍事的建構，更是歷史書寫的重中之重。

全球化時代的歷史書寫
——再議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敍事及分期問題

●李懷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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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寫史，頗懂得敍事的建構。孔子編《春秋》，表面上看，只是一部以

魯國為中心的零零碎碎的歷史事件編年而已，但是究竟哪些事件值得收錄進

去，哪些需大書特書，哪些可忽略不述，貶誰褒誰，皆以其編史的要旨為歸

依。這個要旨，用司馬遷的話說，即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

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 

王道之大者也」2。後人編史，無論採用紀傳體、通鑒體，還是紀事本末體，

其史事的擇取和編排，均遵照史家的基本思路，要麼為了「欲究天人之際，通

古今之變」3，要麼明辨「歷代興衰治亂之故」4，為人君治國理政提供借鑒。

西人對長期歷史過程的理解，亦離不開宏大敍事的建構。黑格爾（Georg 

W. F. Hegel）心目中的世界歷史，便是以理性形式呈現出來的絕對精神，經過

人類歷史的童年、青年和壯年，通往其終點即自由的歷史過程；此過程分別

以中國、印度和波斯為代表的東方精神，古希臘、羅馬所代表的古代文明，

以及日耳曼民族所創建的現代民族國家呈現出來5。此一歐洲中心的線性歷

史觀，對後來西方左右翼陣營的普遍主義宏觀歷史詮釋，均產生了深遠的影

響。二十世紀以來流行於東西方知識界的民族主義歷史敍事，更是把民族國

家的建立和人民主權的實現，當做人類現代歷史的歸依。美國主流社會以白

種盎格魯—撒克森（Anglo-Saxon）清教徒為中心的歷史敍事，則以「天定命運」

的驅動為主軸，描述美國邊疆的擴張進程，在眾多民族主義歷史書寫中別具

一格。而以「美國故事」為藍本的現代化理論，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現代化宏大

敍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西方和非西方世界興盛一時6，並且在蘇聯

解體之後，又借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迴光返照7。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不同時代的史家也為近世以來中國的歷史演進， 

提供了各種版本的宏觀歷史敍事。概而言之，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即流行於

1930和194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近代化」敍事、源自同一時代但在1949年之後

長期在中國佔據正統地位的「革命」敍事，以及從1980年代晚期開始日漸盛行

的「現代化」敍事。這三種主敍事的出現和流行，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都

是為了回應國家、民族或黨派在現實中所面臨的挑戰而從歷史中尋求解答的結 

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史家乃至整個知識份子群體的意識形態偏向 

和政治立場，並且都跟他們所同情或擁護的政黨或政權的議程和需求相關8。

從近代化視角觀察十九世紀以來中國所經歷的一系列變革，以及現實中

的中國所面臨的最急迫挑戰，曾在1930年代中國知識界的主流媒體以及為公

眾所廣泛認可的歷史教科書中頗為流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9年出版的

蔣廷黻所著《中國近代史》一書。在此書中，蔣把「近代化」界定為科學知識和

技術的傳播以及現代民族國家的創建，並以此為標準，衡量十九世紀以來在

中國次第實施的四個「救國救民」方案，即1860至1890年代的洋務運動，1898年 

的康有為、梁啟超百日維新，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以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建國方案。他認為前三者皆不徹底、不成功，或逆歷史潮流而動，只有國民

黨所實施的最後一道方案，才是「民族再生的唯一途徑」9。需強調的是，此

書寫作前後正值日本大舉侵華，中國面臨着空前嚴重的民族存亡危機。因

此，跟諸多自由派知識精英份子一樣，蔣對國勢憂心忡忡，認為當下中國最

緊迫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只有出現了這樣一個政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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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學術論文 後，現代化方有可能實現。為此，他主張「民治」的長遠目標需讓位於「短期之

專制」，同時認為「破壞統一和阻礙建設者都是民族罪人」bk，其矛頭直指不服

從國民黨政府領導的地方割據勢力，包括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

中國近代史中的革命敍事，同樣興起於1930和1940年代。在諸多革命史

家中，影響最卓者當數范文瀾；其寫作《中國近代史》一書，很大程度上是為

了回應國民黨的文宣攻勢，包括蔣廷黻所著近代史書中對國民政府的高度肯

定和對共產黨政權合法性的質疑。其歷史書寫因此具有高度的實用性和針對

性，他抓住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軟肋，把蔣及其追隨者等同於對日

投降派，並以滿漢衝突和對外關係上的抵抗派與投降派為主軸，詮釋鴉片戰

爭以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主要歷史人物bl。

但這種高度實用化的歷史書寫，在1949年共產黨建國之後不久，便讓位

於「學科化」的馬克思主義歷史敍事，其重要表徵便是1950年代為了適應歷史

「通用教材」的寫作需要而形成的關於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的共識，即把近代

史的期限界定為1840至1911年，把中國近代史詮釋為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會，同時也是中國人民反帝國主義、反封建鬥爭的歷史，並以「三次革

命運動高潮」（太平天國、義和團和辛亥革命）作為歷史敍事的主軸。此後數十

年裏，此一敍事架構一直構成中國大陸中國近代史教材的標準表述。這一共

識的形成，源自1950年代中期圍繞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所展開的一場爭論。

參與爭論的史學家曾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包括階級鬥爭、主要矛盾以及生產方

式）闡述中國近代史的主線及相關分期，結果勝出的是胡繩所提出的以階級鬥

爭為主線的「三次革命高潮論」。這個方案之所以得到史學界大多數同仁的支

持，並且最終成為官方近代史教材的標準敍事架構，不僅由於蘇聯的正統馬

克思主義歷史觀在建國初期有巨大影響力，也跟當時通過思想改造在知識份

子中間剛剛建立的革命話語霸權有關bm。

1980年以後，圍繞中國近代史的分期和主要線索，又發生了第二場爭

論，斷斷續續歷時近二十年bn。當時為了順應改革開放的時代要求，同時受

知識界「新啟蒙」思潮的影響，部分思想敏銳的近代史研究者質疑過去的革命

敍事，重新評價並肯定過去一直被否定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乃

至國民政府時期的各項建設。最早發起這場爭論、同時也是影響最大的，當

屬李時岳在1980年發表的論文〈從洋務、維新到資產階級革命〉。文中他對「三

次革命高潮論」作為近代史主線提出質疑，同時提出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獨特理

解，認為中國近代史包含兩個同時並存的過程，即中國從一個獨立國家走向

半殖民地的沉淪過程，與中國從封建社會走向半封建社會的上升趨勢，其核

心內容是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李時岳據此提出中國近代史的「四個階梯

論」：第一個階梯，即太平天國運動，只是一個鋪墊；後三個階梯，即洋務運

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才構成中國近代史的救亡主題bo。

應當說，這兩次大討論各有其積極意義。第一次爭論推動了中國近代史的 

學科化建設，但同時也使得中國近代史的解釋框架固定下來，並且走向僵化， 

無法適應領導層以歷史服務於現實的不斷變化的實用主義需求，為1950年代

晚期和1960年代的「史學革命」埋下伏筆。第二次爭論產生於改革開放的背景

下，推動了對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問題的重新思考。但是這兩次討論的局限

c169-201711024.indd   32 18年10月5日   下午3:12



		 全球化時代的	 33	

		 歷史書寫	

性也是明顯的。就時間範圍而言，大多數參與這兩次爭論的史家，均把中國

近代史界定為1840年至1919年五四運動為止的歷史，將晚清和民初的歷史與

1919年以後的發展人為地加以隔斷。儘管在事實上，愈來愈多的史學家在歷

史寫作過程中傾向於把1840至1949年作為一個完整的過程，統稱為中國近代

史，但如何理解這段歷史的主線和分期，並沒有形成共識。更根本的問題在

於他們對中國近代史的界定過於狹隘，僅僅着眼於以歷史書寫服務於當下的

現實政治。就定型於1950年代的革命敍事而言，書寫近代史的首要使命，是

為了證明中國在經歷三次革命高潮之後走向社會主義的歷史必然性。

而對1980年代主張現代化敍事的史學家來說，近代中國的使命是要擺脫

封閉、落後的狀態，走向全面開放，學習和趕超西方，最終融入全球政治經

濟體系；在現代化視角下書寫中國近代史，便是要論證這一歷史軌迹的源流

和歸屬。由此形成的「現代化」說，把中國近代史解讀為中國打開國門、學習

西方、走向資本主義道路或現代化的過程。到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受

引進自美國的現代化理論影響，愈來愈多的年輕一代歷史學人傾向於把中國

近現代史解讀為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全面走向現代化的歷史；研究

的重心也從過去的革命運動轉移到跟工業化、城市化、憲政運動、新式教育、 

出版、體育、宗教、公共衞生事業等等相關的全新課題上。一時間，「近代化」 

或「現代化」成為中國近現代史著述中最常用的關鍵詞bp。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受海外後現代史學和新文化史概念、方法的影

響，同時作為過去近代化和現代化課題的延伸，國內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呈

現出多樣化的特徵。一方面，歷史檔案的開放和利用，使研究者能夠在擺脫

過去革命史框架的制約之後，對近現代史特別是國共兩黨歷史上的重大事件

和人物，進行深入的研究和重新解讀。這些新的研究成果日積月累，對原來

的革命敍事起到解構的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檔案的挖掘，也推動了對近代

以來中國社會基層各個領域的深入變革的探討，研究者多能擺脫過去流行的

現代化敍事的窠臼，就事論事地探討具體問題。因此，經過近二十年的積累

和拓展，國內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已經有了重大變化：研究課題之多

樣、細緻，涉及內容之廣泛、全面，發表論著數量之大，都是近一個世紀以

來在該領域所不曾有過的。

但不容否認的是，著述數量上的擴增和研究深度的拓展，並沒有帶來整

個中國近現代史詮釋架構的與時俱進。事實上，在革命和現代化這兩個主敍

事被解構或淡化之後，雖然近現代史著述大批量湧現，總體上卻處在一種無

序的狀態。相對於過去歷史書寫的過份政治化或「以論帶史」，今日大多數史

學家願意就史論史，固然是一種必要的糾正。但是，如果寫史者僅僅滿足於

埋首故紙堆，專注於資料搜集和整理，不去思考歷史書寫跟研究者置身的時

代處於怎樣一種關係，不把所着手的研究課題及其問題意識與整個學科的範

式演進聯繫起來，便無法在學科建設中進行精準的自我定位，而歷史寫作本

身，則除了滿足學位獲取、職稱升遷或項目考核的功能之外，也就失去了其

應有的社會意義和更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這跟西方（至少是美國）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呈現出鮮明的對比。美國的

中國史研究，具有明顯的範式演進和代際更迭特徵；每一代的研究範式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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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術論文 成，都有其特定的學術淵源和時代背景，都在同一個範式的引領和不同學科

的交叉影響之下，在問題意識上展現出新的取向，在詮釋架構、理論、方法

和概念體系上呈現出新的特徵——人們的學術研究都在圍繞着舊範式的解構

和新範式的建立而展開。如果我們把這個範式或新一代學術成果的形成比作

一座建築的堆砌的話，那麼幾乎每一本新出版的專著或論文，都可以作為一

片磚瓦，精準地放到這座建築的特定部位。

當然，國內的近代史研究並非從來沒有範式演進和代際更迭的特徵。

1950年代至1980年代前半期曾經佔據正統地位的革命史學，便有一套獨特和

完備的認知範式、問題意識、理論體系和概念方法；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

代盛行一時的現代化史學，也在打造其研究範式的道路上進行了認真的努

力。可以說，歷史書寫中的細節與整體的關係，一直都較為清楚。但是最近

一二十年來，國內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卻是公認的事實；這一現實

所折射的，則是中國近現代史的整體認知架構和敍事建構一直處在停滯、不

作為、與時代愈來愈脫節的狀態。雖然新論著層出不窮，並且已經提供了太

多的細節，但整體畫面卻無實質性變化，甚至在原有的主敍事褪色之後顯得

模糊不清、殘缺不全。

二　中國近現代史的重新書寫：全球化時代的新議題

歷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在不同時代，人們對過去與當下之間的連續

性，以及對歷史的未來走向，必然會有不同的理解；歷史的認知架構和宏大

敍事也會因此不斷更新。無論1930和1940年代的近代化和革命敍事、1950年

代以後學科化的革命敍事，抑或1980年代以來的現代化敍事，都是特定歷史

背景下人們思考過去與當下之間連接的產物，都是針對歷史過程延伸到當下

所面臨的全新挑戰，而反思過去、重構歷史敍事的結果。

今天的中國，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時代。這個時代的最大特點，

是中國經過1949年後近三十年的基礎建設和1978年以後四十年的改革開放，

已經進入了一個經濟體量急劇擴增、開始在全球發揮影響力的時代。自 

從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後，中國在全球貿易中所佔的比重迅 

速躍居首位，對世界經濟和政治開始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所謂全球化，亦

即商品、資本、制度和思想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以及世界各地之間聯繫的

加強，本身是一個悠久的過程；隨着資本主義從西北歐向全球的擴展，已 

有五六百年的歷史。但全球化過去一直是以西方列強對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化

和西方化為主要形式而展開的，由此所產生的是東西方之間不平等的世界秩

序bq。只有在中國的製造業主要指標全面超過西方主要工業國，以及中國經

濟成為全球經濟增長最主要的引擎之後，全球化才變得名副其實，進入了一

個東西方各國對等參與的全新時代。東方（主要是中國）在參與制訂世界貿易

規則、重建世界政治秩序的過程中，將會發揮與其經濟體量愈來愈相配的作

用。可以預見，在未來幾十年，只要能夠避免重大的戰爭災難、維持國內社

會安定，隨着中國的城市化和產業升級進程的加快，中國走向全球政治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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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的進程將不可扭轉。從中國近現代史長時段角度看，這將

是一個完全不同於既往的時代。它同時也將為人們重新認識近現代中國所走

過的歷程，重新建構近現代中國的歷史敍事，提供一個新的制高點。

在1949年後的近三十年裏，中國處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對壘、冷戰與熱戰

交錯的時代；地緣競爭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抗的形式呈現出

來。因此之故，論證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成為革命敍事的終極目

標。及至1978年底鄧小平主政之後，中國為了抗拒蘇聯霸權，尋求與美國、

日本和西歐國家結成「一條線」的準戰略同盟關係，同時在「四個現代化」口號

下大規模引進西方的技術和資本；中國經濟從此開始融入世界貿易體系。現

代化敍事在此背景下流行於中國近現代史領域，也有其必然。但無論是革命

敍事，還是現代化敍事，皆不能應對當下中國在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一系列

挑戰。這些挑戰的實質，乃是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從長時段的歷史角度，

對「中國」重新定位的問題。

在冷戰時期，中國的自我定位是十分明確的，即中國是一個在共產黨領

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革命敍事也為此一定位提供了有力的歷史依據。 

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作為反蘇「一條線」的一員，全面對西方開放。現代化

敍事試圖為中國重新加以定位：中國不僅要在科學技術上全面學習西方，而

且也要在制度層面向西方靠攏，成為完全被國際社會（毋寧說西方國家）所接

受的一員。事實證明，這一定位在現實中的可行性並不容樂觀。經過四十年

的改革開放和國力大增，不僅中國本身不再甘心在西方世界所制訂的既有規

則下繼續扮演「搭便車」的角色，而且西方國家面對經濟體量迅速擴增的中

國，也抱有複雜的心態，不願接納中國成為其戰略夥伴。因此，無論革命史

還是現代化史敍事，都不再適應全球化時代中國重新自我定位的要求。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在重新自我定位方面所遭遇的難題，跟毛時代和後毛

時代有根本的不同。首先，它不同於毛時代革命敍事所要回答的中國是否應

該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及甚麼才是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後毛時代

已經通過改革開放的實踐找到答案，不再成為議題。其次，它也不同於後毛

時代的現代化敍事所要回答的中國是否需要全盤西化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

回答雖然見仁見智，但不斷演進的中國經驗也已經使這一議題逐漸退出人們

所關注的視野。今天的中國在重新自我定位問題上所面臨的根本挑戰，是在

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伴隨着中國在國際政治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上升而產生

的全新問題。中國作為一個疆域遼闊、人口龐大而族群又十分複雜的國家，

在共產黨政權的領導下，經濟上迅速崛起並開始動搖現存的世界政治經濟秩

序，這一現實不僅在世界歷史上前所未見，因而無現成的理論能夠加以解

釋，同時也給作為現存世界秩序的制訂者和既得利益者的西方國家，特別是

其中的政治和知識精英，帶來深刻的焦慮，不同版本的「中國威脅論」和「中國

崩潰論」因此紛至沓來。

在西方的中國問題研究界，包括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領域，新的問題意

識也浮上水面。人們所要追問的，不再是過去幾代學者所曾關心的舊問題。

這些舊問題包括：中國為甚麼會發生共產黨革命？共產黨革命為甚麼在中國

取得成功？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到底是甚麼性質的社會主義？它跟蘇聯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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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學術論文 有何不同？——出版於1990年代之前的有關近現代和當代中國研究的絕大多

數著述，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上述問題相關。所有這些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都已經不再是熱點問題，甚至已經不再成為問題。新的問題是：現實中的

中國究竟是甚麼樣的一個國家？它的產生是否符合世界歷史上國家形成的常

規？它是否具有一般民族國家通常所具有的合法性和生命力？現今中國的國

家制度所體現的究竟是通往現代民族國家建設最終目標的過程中的過渡性特

徵，抑或不同於源自早期近代及近代西歐的民族建國路徑的另一種模式？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的國家構成有兩個基本特徵。

一是其體量之巨大：不僅國土廣袤，資源多樣，而且人口規模也超越世界上

所有其他國家；二是其結構之強固：不僅權力結構高度集中，而且相較於蘇

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在1990年代初紛紛解體，也顯示出異常的韌性。今日的

中國國家，與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相比最為獨特的地方，一言以蔽之，即其

規模之大與結構之強這兩者的結合。這種「既大且強」的結合，既給經濟建設

和社會治理帶來巨大的挑戰，也是近幾十年中國經濟騰飛背後最根本的原

因。然而，無論是其體量之大，還是結構之強，從以往在國家形成研究領域

所流行的「帝國—民族國家」規範認識角度，均無法加以理解。這是二十世紀

現代中國國家的合法性和生命力不斷遭到質疑的最根本原因。具體而言，這

些質疑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首先是關於中國的疆域和族群構成問題。產生這一問題的背景，有一部

分跟學術界所流行的關於國家形成的規範認識相關。依照此一認識，從「帝

國」到「民族國家」的線性演進，乃是現代國家形成的標準路徑。現代民族國家

的產生，被普遍認為是在殖民帝國或征服王朝分崩離析之後，原先生活於同

一帝國內部的不同族群，按照民族自決的原則，各自建立自己的主權國家。

應當說，疆域和族群問題，在革命史的視野下，原本不成為問題，因為按照

斯大林的民族自治理論，少數民族可以根據區域自治的原則，在統一的多民

族國家內部加以解決。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特別是在西方政治精英中間

所瀰漫的「中國威脅論」的影響下，中國邊疆的少數民族問題，以及中國與周

邊國家之間的領土領海主權爭議問題，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而從歷史的

角度看，由於在清朝覆滅之後其原有疆域並未發生四分五裂，而是由1912年

成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以繼承，因此中國被視為

當今世界上唯一一個建立在昔日帝國疆域基礎之上的國家br。在此視角下，

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合法性受到質疑；中國之「大」，似乎並不

符合民族建國之「常軌」。

其次是關於中國的國家權力結構問題。在冷戰時代，以蘇聯為首的社會

主義國家陣營內部所有成員，不僅在政體上均為共產黨所領導的國家（所謂

「黨治國家」，party-states），在結構上也具有高度中央集權的特徵。在1949年

以後的中國，通過共產黨革命所建立起來的國家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在借鑒

蘇聯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形成的。雖然在1960年代初與蘇聯關係破裂之後，中

國不再是蘇聯陣營的一員，但其國家制度的基本特徵，在其後的幾十年裏並

未發生實質性變化。不用說，所有共產黨國家的上述特徵，皆曾有助於它們

在和平建設年代發揮其獨特的資源調控能力，特別是在危機年代展現其超常

c169-201711024.indd   36 18年10月5日   下午3:12



		 全球化時代的	 37	

		 歷史書寫	

的動員能力。然而，由於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基本特徵之一的「主權在民」原

則，通常跟西方各國所流行的代議制民主政體等同起來，而共產黨國家內部

各種形式的大眾參與制度，多被認為有名無實，因此其合法性和生命力一直

受到質疑。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紛紛垮台之後，中國

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唯一一個維持着原有政治體制和權力結構的國家，於

是悲觀派普遍認為，中國將會不可避免地步蘇聯的後塵，其崩潰只是早晚的

問題。因此，中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的唯一基礎，被簡單理解為政府維持經

濟增長的能力；一旦經濟增長放緩或者停止，便會產生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危

機。在此視角下，所有在改革開放尤其是經濟體制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政

治、經濟和社會問題，都被歸結到黨治國家的合法性問題上；中國國家結構

之「強」，似乎只是表面的、暫時的。有關中國即將崩潰的預言，也反覆出現

於西方的主流媒體bs。

因此，要理解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在其自身歷史上和在世界各民族國家中

的定位，仍有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有待人們從全新的歷史角度重新加以認識。

這些問題包括：中國在清代和民國時期經歷了艱鉅且漫長的國家再造過程之

後，為甚麼會在1949年產生這樣一種「既大且強」的政治體？如何從世界範圍

的國家形成的角度，理解中國近代以來所走過的國家建造道路？儘管1949年

以來中國的疆域格局和國家結構顯示了巨大的穩定性，但是中國的國家形成

過程有沒有完結？未來中國的國家演進，將會朝甚麼方向展開？所有這些問

題，對於我們重新認識中國近現代史，到底意味着甚麼？對於上述問題，拙

文〈中國是怎樣成為現代國家的？——國家轉型的宏觀歷史解讀〉曾做過十分

簡要、初步的論述，這裏不再重複bt。下面僅就國家形成視角下的中國近現

代史的主敍事和分期問題，稍加申論。

三　重新界定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敍事和分期

在二十一世紀走向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重新思考中國近現代史的敍事

架構，首先有必要澄清「中國」本身的涵義。近現代史上的「中國」，就其基本

屬性而言，首先應該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其基本含義，按照學界公認

的定義，應該包括疆域、人口、主權和政權四個要素ck。如果我們把這四個

要素全面考慮進來，那麼今日「中國」的更準確的定義，應該是一個由三十二

個省、市、自治區和兩個特別行政區所組成的多民族的現代主權國家。相較

於世界上其他各國，其最基本特徵應該是前文所說的體量之大與結構之強兩

者之間的結合。相形之下，無論是1950年代形成的革命敍事還是1980年代興

起的現代化敍事，事實上都只是圍繞政權這樣一個單一要素或者政權所體 

現的經濟和政治制度而建構的，而對國家的另外三個基本要素，即疆域、人

口和主權問題，並沒有系統的敍述。同時，即使是對政權本身的解讀，也有

以上所說的鮮明的目的論色彩。由於這些局限性，無論革命史還是現代化史

敍事，都無法回答全球化時代中國近現代史領域所產生的新問題，尤其是在

「帝國—民族國家」視野下對中國國家構成特徵的重新認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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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學術論文 如果我們把今天的「中國」界定為一個多民族的現代主權國家，那麼中國

的近現代史便可以順理成章地理解為中國如何逐步獲得其作為一個現代國家

的基本屬性（領土、人口、主權和政權）的過程，亦即如何形成一個囊括內地

和邊疆的多民族的現代主權國家的過程。這些屬性的獲得和完善，是一個漸

進的過程。其中，就疆域和人口的構成而言，最關鍵的發展是在清代前期；

就主權而言，最重要的環節發生在晚清時期；就政權而言，最重大的突破則

是在民國時期。如果我們把中國從一個漢人為主體的華夏王朝或「原初中國」

向多族群的疆域國家轉型、再由一個多族群的疆域國家向統一集中的現代主

權國家的轉型，視為中國近現代史的主敍事的話，那麼中國近現代史的分期

便可以做如下初步界定。

（一）早期近代疆域國家形成時期

這一時期從1640年代滿人入關、清朝取代明朝統治中國開始，到1750年

代平定準噶爾蒙古勢力，將新疆正式納入清朝治理體系為止，歷時一個多世

紀。具體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滿人入關，使得整個東北和內蒙古地區與內

地各省連成一片，構成1644年後清朝國家最初的版圖（1683年收復台灣，可

視為此一過程的延續）；第二，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針對準噶爾蒙古汗國的

威脅所展開的一系列征伐，結果將外蒙古、西藏和新疆正式納入治理體系。

這一時期的重要性，在於它從根本上重新界定了「中國」。就疆域而言，中國

已從秦漢至明代一直大致未變的原初形態的王朝（北至河套地區，南至嶺南地

區，西北至河西走廊，西南至巴蜀地區），變成一個囊括內地各省和亞洲內陸

各邊疆的國家；而台灣之正式納入版圖，也使中國從一個大陸國家變成海洋

國家，從而為十九世紀以後中國國家之現代轉型過程中將要出現的一系列重

大變故埋下伏筆。就人口構成而言，中國也從原先以華夏族群為主體的形

態，變成一個由漢、滿、蒙、藏、回等族群所組成的真正意義上的多族群國

家cl。所有這些，均奠定了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所賴以存

在的領土和人口基礎，從而告別了清代以前的原本意義上的中國。就地緣戰

略而言，中國則從過去作為一個對北方遊牧族群的軍事進攻一直以採取防禦

策略為主的農耕社會，變成了一個徹底消除了遊牧部落威脅、將以漢人為主

體的內地各省與以非漢人族群為主體的邊疆各地融為一體的國家。

對這樣一個全新的中國，最恰當的定性應該是一個早期近代疆域國家。

它不同於一般的帝國，因為自1750年代以後，其疆域即保持基本穩定，並且

與周邊國家之間劃界明確，而非如世界史上的軍事帝國那樣始終從事征戰，

其疆土一直處在伸縮不定、缺乏固定疆界的狀態。但它還不是一個近代意義

上的主權國家，因為歐洲自十七世紀以來基於《威斯特伐利亞條約》（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所形成的主權國家體系，尚未把中國納入進來。而就國

家內部的治理體制而言，其權力結構的高度集中、官僚體制的科層化和職業

化程度之高，以及一支龐大的常備軍的存在，均使之與世界史上的其他諸多

「早期近代」國家相比並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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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疆域國家的穩定和衰落時期

這一時期從1750年代清廷平定準噶爾部落開始，到1850年代太平天國起

事而結束，同樣歷時一個多世紀。這一時期可進一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從十八世紀中期至晚期，清朝國家鞏固了自己的統治，保持了長

期的國內和平，並維持了疆域的穩定。之所以能夠如此，是因為地緣格局和

財政結構上的均衡態的形成。在1750年代平定了中亞地區準噶爾部落之後，

清朝國家在其周邊地區再無可以對其戰略安全構成重大威脅的對手。不同於

早期近代歐洲的列國競爭導致各國競相擴充武力、提升裝備水平，從而帶來

一場近代軍事革命，而不斷上揚的軍事開銷，又帶動整個財政體系和官僚制

度的更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的中國，由於缺乏競爭對手，在軍隊規模和武

器裝備上均處於停滯狀態；因此在財政上，也固守「量出為入」的原則，國庫

的收入總量稍多於支出，由此可產生一定的盈餘，以備不時之需，但無論收

入還是支出，都保持相對穩定的狀態cm。這種均衡態的形成，有三個必要前

提，即地緣政治上無競爭對手，從而使軍事開銷處在大體固定的水平；人口

與耕地的比率處在一個適度的範圍之內，可產生足夠的經濟剩餘，從而確保

地主的田賦負擔能力；物價相對穩定，未對地主的納稅能力產生影響。但這

三個前提條件都是相對的、暫時的，所以此種均衡態也是一種「低度均衡」cn。

第二，從十八世紀晚期至1850年代，隨着人口壓力加大、經濟剩餘減

少、白銀外流加劇導致物價上漲，尤其是經過軍事革命和工業革命洗禮的歐

洲列強威脅的到來，上述維持清朝國家均衡態的前提條件均不復存在。由於

財政和軍事體制僵化、衰退，在內憂外患（白蓮教起事、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

起事）接踵而至之後，清朝國家已經無力從容應對，對自身進行根本改造是國

脈存續的唯一出路。

（三）向現代主權國家的初步轉型時期

這一時期從1860年代開始（以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為標誌），

到1916年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去世為止，歷時半個多世紀。這一時期中國

國家的現代轉型，有兩個最重要的發展：第一，晚清政權成功地維持了其自

十八世紀中葉所形成的既有疆域的基本格局，使其傳統意義上的王朝疆域，

變成了國際法所公認的現代主權國家的領土；第二，按照現代國際法和外交

慣例，中國逐步建立了與世界其他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由此加入世界

範圍的國家體系，完成了向現代主權國家的初步轉型。在這一前所未有的轉

型過程中，晚清國家付出了巨大代價，包括部分領土和主權的喪失，但與此

同時，中國也倖免於非西方世界絕大多數社會所遭受的被殖民地化的命運，

成功地將其領土和主權較為完整地由肇建於1912年的中華民國、再由1949年

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繼承下來。

晚清國家之所以能夠比較完整地倖存於十九世紀後半期，首先可歸因於

其財政結構的根本轉型，即由原來以土地為主要稅源、缺乏彈性的舊體制，

轉換為以工商業為主要稅源、輔之以金融信貸、具有巨大擴張力的全新體 

制co。其次是清朝國家自十七世紀以來的中國化，不僅使其統治內地各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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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體制，依然可以繼續發揮調控全國資源、應對內憂外患的能力cp。最

後，也是最重要的，則是上述新的財政資源與原有行政體制的結合所產生的

一種獨特的權力關係和治理體制，不妨謂之「區域化集中主義」（regionalized 

centralism），即一方面，地方督撫擁有對轄區內新近形成的各項財政、行政乃

至軍事資源的控制權；另一方面，中央依然能夠對正式渠道內的各項資源進

行有效控制和調撥，從而使得晚清國家有能力展開國防現代化和捍衞邊疆的

用兵方案。但晚清以漢人為主體的省級督撫勢力對地方財政和軍事資源的控

制，又進一步使得他們能夠與清廷討價還價；督撫對朝廷的態度，也從1850年 

代之前的無條件忠誠，變得愈來愈有條件，他們更在清末最後數年因為滿漢

隔閡的加劇而改變效忠對象，導致清朝的覆滅和民國的建立。

（四）統一集中的民族國家肇建時期

這一時期自1916年袁世凱去世，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為止，歷

時三十多年。其中心內容包括兩方面：其一是致力恢復晚清所喪失的部分領

土和主權，並在二戰結束之際取得重大突破；中國以盟國「四強」的身份成為

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並擁有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為戰後中國追求政

治大國的地位鋪平了道路。其二，也更為重要的，是針對晚清和民初中央權

力下移所展開的持續不斷的國家權力再集中過程，具體包括如下三個步驟：

第一，民國初期區域範圍內的集中化、正規化和科層化政權建設（可謂之

「集中化區域主義」，centralized regionalism）。奉系、晉系、桂系等軍閥勢力都

是這方面的佼佼者，而在地方財政和軍事集中化方面做得最徹底的，則是以

廣東為基地的國民黨勢力；相比之下，皖系、直系、馮玉祥的西北軍以及控

制其他各省各地的大大小小的軍閥，皆因缺乏自成一體的區域性財政、軍事

政權建設，而在激烈的競爭中先後敗北。

第二，國民黨政權下全國範圍的黨政軍架構的形成與地方實力派的同時

並存（可謂之「半集中主義」，semicentralism）。國民黨勢力之所以能夠從廣東

一隅的地方性政權上升為一個全國性的政權，得益於其財政和軍事實力的三

次飛躍，即廣東時期由財政部長宋子文所打造的一個高度集中、有效的財政

體制，使國民政府有可能以廣東一省之財力支撐國民革命軍北伐直至長江中

下游流域；佔領上海地區後與江浙財閥結成聯盟，從而使之有可能依靠金融

借貸最終完成北伐，在名義上統一全國；建立全國政權後對海關關稅的控制

和國內統稅、鹽稅的徵收，使之能夠制服地方實力派的聯手抗拒，使中央對

地方的控制有效向全國推進。但國內政局的失序和外患的侵迫，使國民政府

始終無暇他顧，從事基層的政權建設，也始終未能成功地整合中央與地方的

財政和軍事資源，最終導致在日後的國共內戰中敗北。

第三，1940年代以後共產黨在克服領導層的宗派主義和各地方的山頭主

義之後所形成的政治、軍事和財政上的高度統一集中（可謂之「全面集中主

義」，total centralism）。共產黨政權之所以在1940年代初能夠鏟除高層的宗派

主義，既依靠毛澤東非凡的領導才能，也離不開共產國際對毛的公開支持；

而各根據地的山頭主義，由於缺乏長期穩定的、自成一體的地方財政、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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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建設，也無法形成如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那樣尾大不掉的離心力量，因

此可以在國共內戰爆發後所產生的生存危機下輕易地加以消除，使各根據地

和各野戰軍在對敵作戰中有效地相互協調。正是這種高度統一集中的財政軍

事體制的形成，與共產黨勢力在控制東北後所形成的十分有利的地緣格局及

充沛的財政和軍事資源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致使其最終打敗國民黨，建立一

個全國範圍的高度統一和集中的國家政權。

四　展望二十一世紀：中國近現代史的結局何在？

以上的主敍事和分期，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的國家轉型過程至二十世紀

中葉所產生的階段性結果，即一個「既大且強」的國家結構。就其「大」而言，

中國在疆域和人口上的巨大規模和複雜構成，源自十七世紀以來國家轉型的

三項歷史遺產。首先是清代前期的國家形成，使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和

台灣，正式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然而，這一過程不能完全等同於帝國擴

張，由此所形成的清朝國家也不能簡單地視作一個軍事帝國或征服王朝，因

為清朝擴張的動機和邊疆治理方式，跟世界史上所有的殖民帝國或征服王朝

均有很大的差異；其疆域的高度穩定和國家機器的集中化、科層化和職業化

程度之高，使之更接近於一個早期近代疆域國家。現代中國國家的建造過

程，因此並未按照「帝國—民族國家」這一範式所設想的路徑展開（即在帝國

分裂後由各民族按照民族自決和主權在民的原則，仿效歐美國家的代議制民

主，形成各自的國家政權），而是從早期近代疆域國家向現代主權國家緩慢轉

型的過程。其次是晚清中國向現代主權國家的轉型，而支撐這一轉型過程

的，則是清廷地緣戰略的調整、財政結構的更張（財源從依賴土地和農業，到

以工商和金融業為主）、國防的現代化以及邊疆的內地化，從而避免了國家淪

亡的危機，維持了邊疆的基本穩定。再者是民族主義的國家認同。這不僅體

現在晚清時期滿人與漢人官僚及知識精英中間日益增長的共享的國家意識上， 

這使得中華民國有可能成功地繼承清朝國家的疆域和主權；而且體現在民國

時期的政治精英不分黨派和派系所追求的以國家統一和主權完整為核心內容

的「民族大義」上，它有助於避免地方割據局面的長期延續和滑向分裂，使統

一集中的政權建設從區域迅速推向全國。

就其「強」而言，二十世紀中葉一個高度統一、集中的國家結構的形成，

同樣是近一個世紀以來國家轉型的多項歷史遺產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根源

則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清朝國力鼎盛之際所形成的地緣政治和財政、軍事結

構上的「低度均衡」機制，它使得清朝國家在十九世紀西方列強的到來顛覆了

原有地緣格局、人口的大幅增長和白銀外流從根本上破壞了原有的財政健康

狀態之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而依靠區域勢力維持國內穩定和抵禦外

侮，又不可避免地導致財政和軍事資源的控制權從中央向地方轉移。因此，

不同於西歐的國家形成主要圍繞王權與貴族、教會及城市精英之間的權力爭

奪和妥協展開，最終走向憲政民主，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家政權建設，主要是

針對晚清的國家權力下移和民初地方割據局面的形成，以國家財政、軍事和

c169-201711024.indd   41 18年10月5日   下午3:12



42	 學術論文 行政權力的統一和集中化為核心內容而展開的。建國的主角不斷更替，輪番

上場，每次更替都是因為新的主角比其前任打造了更為統一和集中的政權，

擁有更強的資源吸取和動員能力。國家建造本身，也成為追求更高程度的國

家權力的統一和集中過程，而最終在競爭中取勝的力量，也在集中化程度上

超越了所有對手。因此，二十世紀中國的國家轉型過程，與近代西歐的國家

形成歷史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動力和邏輯。

這樣一個「既大且強」的國家，自其誕生以來，已經展現了非同尋常的活

力和穩定性；在過去的數十年裏，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

變化，而國家的構成要素並未發生實質性變化。除了香港、澳門的回歸之

外，中國的疆域和主權範圍依然如故；而政府體制以及族群構成也保持了基

本穩定。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國家轉型過程已經結束。展望二十一世紀，

國家建造仍面臨諸多挑戰，舉其要者，有如下諸端：第一，隨着國力的增強

和國家利益在境外的不斷延伸，中國的地緣戰略將會進行重新界定，中國與

周邊國家之間的領土和領海之爭，有待最終解決方案；第二，就疆域整合而

言，最大的挑戰莫過於處理台灣海峽兩岸之間的關係，如何尋求代價最小、

利益最大的雙贏方案，尚賴國人的政治智慧和歷史眼光；第三，不同族群之

間的民族認同的形成、國人對自身歷史的重新認識，以及海外華人對中國及

自身身份的認知，仍皆有待時日cq；第四，最為艱鉅的任務，無疑是在利益

分化和社會多元的條件下，通過權力結構和利益表達機制的調整、更張，建

立全民對國家的高度認同。

另一方面，隨着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經濟紐帶的加強和區域共同體的出

現，主權國家的若干基本功能將會逐步減退乃至消失，而超越主權國家邊界

的區域性和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將會代之而起。所有這些趨勢，將會在

二十一世紀前半期變得日益明顯。因此，從1950年代起的一個世紀，構成了

中國自十七世紀以來的漫長的國家轉型過程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即現代民族

國家的定形時期。只有在現代民族國家定形之後，具有特定歷史內涵的中國

近現代史才會畫上句號，並最終將讓位於一個以區域化和全球化制度安排為

基礎的人類共同體的全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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