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批評與回應

一　整合與突破

汪暉的《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

（外二篇）》1（以下簡稱《西藏問題》，

引用只註頁碼）由上、中、下三篇主

題相對獨立的文章構成，但仍不失其

嚴謹系統性。上篇〈東西之間的「西藏

問題」〉以近代以來的西藏問題為經

（歷時軸），考察了其基本演變情況，

以有關西藏問題的當下基本論爭為緯

（共時軸），同境內外各方展開對話。

本篇所涉內容，既富於論爭性又富於

歷史深度，共包含五個方面：

（1）作為西方「東方主義」的產

物，「香格里拉」式西藏知識譜系的生

產史。

（2）西方殖民列強的侵略，如何

肢解了作為朝貢制的中國中央帝國

與西藏地方政權的一體性關係？如何

製造出現代意義上的西藏分離意識與

實踐？

（3）面對以「民族國家」理念為國

際關係邏輯的殖民侵略擴張，傳統中

國不得不以自我變革、革命的方式來

施行民族自救，努力建構現代民族國

家，因此「西藏問題」的產生，就不僅

是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產物，也

是作為被侵略的第三世界中國反抗西

方殖民列強、施行民族自救、建構新

型民族國家的解放實踐的表徵。或許

正因為上述諸原因，汪暉給本書題目

中的「西藏問題」加上了引號，使得

「西藏問題」具有了「所謂的」之含義。

（4）「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既不是

「漢族中國」對於邊疆少數民族的殖民

之治，也不是人為強化族群意識、製

造民族區隔、自我建構內部民族分離

意識的制度失誤；相反，它是中國共

產黨人根據中國情況吸取傳統中國邊

疆治理的經驗，創造性地學習並改造

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民族解放、

民族自決理論，建構社會主義國家內

部新型民族平等關係、謀求各民族共

同發展的制度性創新實踐，是多元一

體之傳統中國民族關係、中央—邊疆

關係之現代轉型的未竟事業之歷史

一環。

（5）近三十年中國轉型之「發展主

義」的主旋律所推進的國家建設，產

生了一種「去政治化實踐」，片面地取

直面與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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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十七年」時期（1949-1966）階級話

語、解放話語所包含的「人民革命、當

家作主」的合理因素，加之政治腐敗

以及現代化、世俗化進程的加速，從

而不僅重新形成了藏區社會不平等的

狀況，也帶來了對於西方香格里拉式

東方主義迷思的崇拜，以及藏族民眾

的文化危機感與宗教力量的擴張2。

上述五方面可以說是涵蓋了西藏

問題最基本的諸焦點問題，雖然其中

的不少內容前人已經有程度不同的涉

及3，但是汪暉卻進行了有機的整合，

從而使得西藏問題之「中國言說」的水

平有了跨越性的提高。但是，汪暉對

於西藏問題之中國言說的貢獻，不僅

僅止於此，還更深刻地表現於《西藏

問題》的中篇之中。

相對於上篇的問題爭論性（或回

應性），中篇〈跨體系社會與區域作為

方法〉具有更強的理論思辨性。在這

部分中，汪暉主要論證了兼有「傳統帝

國的跨民族、跨區域性」及「現代民族

國家性」之雙重性質的中國「跨體系社

會」國家類型的合法性問題。在筆者

的閱讀視野中，好像還從未有人如此

這般站在哲學「元理論性層面」4的高

度，為「另類」的現代民族國家——中

國（頁53），做出如此「有力」的合法性

論辯。

相對而言，下篇〈琉球與區域秩

序的兩次巨變〉與全書的關係似乎並

不明顯，但是通過對傳統中日關係現

代轉換與琉球命運歷史變遷的考察，

也為西藏問題乃至更為廣泛的中國邊

疆民族問題的把握，提供了更為具體

的「傳統東方朝貢制關係」向「現代民

族國家關係」轉化的歷史案例；而且

通過日本與中國在應對西方殖民擴張

挑戰時對待亞洲弱小鄰國的不同態

度，也表現了中國在現代轉型和民族

國家建構進程中非擴張主義的道義性。

總之，《西藏問題》一書將西藏問

題乃至整個中國現代轉型問題，放置

於中國歷史、西方殖民擴張史、近代

民族國家建構史和第三世界民族國家

獨立史這樣的綜合性大歷史視野下進

行把握，呈現出對於西方殖民話語、

狹隘的族裔民族主義，以及國家主權

至上論的突破，表達了追求「國家獨

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三重目標同

一性實現的訴求（頁259-60）。可以說，

從價值論上看，汪暉既有力地言說了

中國價值，也表達了超越性的第三世

界人民解放價值；從認識論上看，汪

暉為西藏問題、中國邊疆民族問題、

現代中國的合法性問題，奠定了更為

寬廣、厚實的理論基礎；從方法論上

看，汪暉為此類中國轉型問題的思考

與闡釋，提供了更為有效的方法。我

們是不是可以說，這是中國學者第一

次以如此高的理論水準，既立足於中

國立場又站在超越性的批判立場上，

來言說「中國的合法性」呢？——然而

很遺憾，儘管《西藏問題》已經相當地

靠近了這一高度，但卻因「內部批判

性」反省意識的缺失，而又遠離了這

一高度。

二　問題的錯位與迴避

前文指出，相對而言，《西藏問

題》一書對「琉球問題」的討論與此書

主題的關係並不明顯。但這可能是表

面上的情況，實際從深層次來看，恰

恰在「琉球問題」上有÷與「西藏問題」

或「中國邊疆民族問題」相比展開更深

層討論的廣泛空間。

根據汪暉的介紹，「琉球問題」如

同「西藏問題」那樣，包含÷類似後者

的傳統朝貢制「中華文明圈」5如何在

西方帝國主義及後起的日本帝國主義

《西藏問題》是不是中

國學者第一次以高理

論水準，既立足於中

國立場又站在超越性

的批判立場上，來言

說「中國的合法性」？

儘管該書已經相當地

靠近了這一高度，但

卻因「內部批判性」反

省意識的缺失，而又

遠離了這一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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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遍王權及其多元的承認關

係⋯⋯為紐帶」的傳統東方規則，向

「以主權的民族國家及其承認關係為

前提」的新興西方規則讓道、轉化的

歷史內容，即「從傳統的多重朝貢關

係向殖民主義條件下的民族國家關係

轉變，從內外相對化的承認關係向內

外分明的主權承認關係轉變」的歷史

內容（頁71）。不僅如此，「琉球問題」

還包含÷與當下「西藏角色」不無近似

的「作為邊疆」這一層面；而且「琉球

人民」所進行的抗爭性「琉球社會運

動」6，也與中國藏區所存在的「地方

性衝突」，不無形式上的相似性。因

此，從這些方面看，《西藏問題》的下

篇完全可以、也應該擴展現有規模，

進行更具體、明晰、深入的對位研究。

然而很可惜，在汪著中，我們明

確看到的，只是朝貢制中華文明圈在

被迫解體進程中的「東」、「西」兩端中

國或中國附屬領地被新老殖民者侵

略、分裂的痛苦；只是新興帝國日本

如何以現代民族國家法則的「萬國公

法」，並借用「東亞共榮」的名義侵

略、瓜分亞洲鄰國或地區的帝國主義

勾當；只是與之反向對應的現代中國

國家之於邊疆地區的解放實踐和對於

原屬藩國的道義與仁愛。至於說中國

由傳統朝貢制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轉

型過程中所發生的國家在地方性克服

中所存在的「暴力之惡」問題，則幾無

提及；對於藏區的「地方性衝突」與

「琉球社會運動」中都包含的「民眾抗

爭性」之異同，也未展開正面對比和

討論。

這^筆者需要立即進行兩點說明：

第一，對「西藏問題」與「琉球問題」，

汪暉雖然沒有明確地把它們直接放在

一起進行比較討論，但從書中所見，

汪暉顯然有÷自覺的比較意識，只不

過「中國之於西藏」與「日本之於琉球」

的「內在比較」突顯的是中國的正義性

和日本的霸權性。總體上說這種觀點

當然不錯，我們的確不能簡單地從

「民眾抗爭性」這個角度將「西藏問題」

與「琉球問題」相提並論，但是無論怎

樣強調這兩者的差異，恐怕都無法將

西藏問題完全歸結為外部帝國主義的

侵略和干擾、舊的政教合一的西藏統

治者的策劃鼓動，以及現代化和市場

化等所謂的「發展之客觀」原因。無論

如何，西藏問題中的「民眾抗議性質」

都是無法抹煞的7，而且其中也的確

包含÷歷史上和現實中中央之於邊疆

的一些不當舉措，甚至某些時段的相

當嚴重的過激政策。

第二，汪暉的大歷史視野實際已

經相當充分地說明了藏區的「3．14」

等分離主義活動與「琉球社會運動」都

有÷相同的歷史原因，即傳統朝貢制

體系不得不向現代民族主權國家之國

際體系演變。因此，僅就這一點來

說，無論是「琉球社會運動」還是西藏

的分離活動，都自有其歷史邏輯的合

法性，而這又與中國中央政府堅持對

西藏及其他邊疆地區的管理權、堅持

維護國家統一的歷史邏輯合法性，存

在÷內在的一致性。所以，只從新舊

帝國相互碰撞史的角度來證明中國邊

疆治理的合法性是不足夠的，而且也

無法克服由同一歷史合法性邏輯所產

生的「分離—統一」的矛盾。正因為

此，《西藏問題》關於中國革命及民族

區域自治制度正面價值的討論，實際

就是在以「民族獨立」（中華民族的獨

立）、「人民解放」（主要指西藏人民從

傳統政教合一之專制統治中解放出

來）的意義，來彌合、克服這一矛盾。

同樣，汪著關於「跨體系社會」的

思考，也是在以多重傳統朝貢制體系

的彈性和包容性來印證現代民族國家

《西藏問題》下篇對中

國由傳統朝貢制帝國

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

過程中國家在地方性

克服中所存在的「暴力

之惡」問題幾無提及；

對於藏區的「地方性衝

突」與「琉球社會運動」

中都包含的「民眾抗爭

性」之異同，也未展開

正面對比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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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體系的剛性，更不用說其更為

嚴重的暴力性、霸權性了。從這最後

一點，我們甚至可以讀出一些「後殖

民批評」或文化生態多樣化理想主義

的味道。

但問題仍然是，除了所有這些中

國合法性理由之外，西藏問題延續至

今，就沒有內部的問題嗎？朝貢帝國

的建成及其所形成的區域性權力（關

係）分配系統，就沒有借助暴力手段

嗎？在由暴力手段所形成的傳統區域

關係向現代主權國家區域關係的轉變

中，中央王朝的現代繼承者對於傳統

帝國遺產的繼承，也一定就是天然合

法而毫無疑義的嗎？如果真是這樣的

話，我們又怎麼可以承認原來作為中

國藩屬國的越南、緬甸、朝鮮等國家

的獨立呢？作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中

國，在將侵略性的現代國際法則轉變

為抵抗性的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實

踐中，難道就沒有同時因襲現代民族

國家的「暴力之惡」嗎？即使我們可以

從「西藏問題」中排除類似於「琉球問

題」產生的根源，即汪暉所說的「日本

內發的擴張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民族

主義法則的普遍化這一雙重過程」的

「交互重疊」（頁219），但我們可以完

全排除他所謂的「以國家行政的統一

力量抹殺族群、地方和區域多樣性」

（頁190）的問題嗎？

對這些無可迴避的追問，汪暉實

際上都意識到了，只不過他一方面有

意識地不直接觸及這些問題，另一方

面要麼以中國的特殊性加以解釋，要

麼刻意加以迴避8。於是毫不奇怪，

在《西藏問題》中，我們看到的只是：

中國古代朝貢制歷史之於現代中國邊

疆治理的合法性、帝國主義殖民擴張

壓力下中國轉型的迫不得已、新型中

國民族國家之於傳統西藏的解放性意

義、新老列強狡猾而蠻橫的殖民擴張

史等，但卻幾乎看不到朝貢制帝國轉

向現代民族國家進程中的國家暴力問

題，也看不到二十世紀民權運動興起

以來西方國家內部對於殖民惡行的自

我反思、批判、改正。

而表現於方法論上，我們只看見

汪暉對於西方之「東方主義」的批判，

但卻看不到對於可能存在的「東方

的東方主義」問題的任何分析。所

以，汪暉做出「當代中國〔近三十年〕

以少數民族為題材的文化創作大規模

地衰落」這一嚴重不符合事實的判斷

（頁118），就不僅僅是緣於對近三十

年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空前繁榮情況

的不了解，對於中國多民族文學「前

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文化權力關係

格局變異的無認知。當然，「術有專

攻，學有所長」，即便博學如汪暉先

生，也難免有知識盲點，所以對某方

面知識的欠缺本身並不是問題，但當

這與迴避對權力的批判聯繫在一起

時，恐怕問題就嚴重了。

不過，汪暉早在1990年代起就對

中國現實進行了具有全球化視野的現

代性批判9。在《西藏問題》中，他也

對「發展主義」給藏區社會（乃至其他

邊疆地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做了分

析，並且特別強調指出：

在市場經濟和大規模社會流動的背景

下，如何將保護文化多樣性與實現社

會平等結合起來，如何在保護少數民

族利益和保障移民權利之間取得平

衡，是完善民族區域自治、促進各民

族平等交往的關鍵環節。（頁132）

而且這樣的呼籲，也與本書正文最後

二十二行（即「20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

有÷清晰的政治目標⋯⋯而且也會引

對無可迴避的追問，

汪暉一方面有意識地

不直接觸及這些問題，

另一方面要麼以中國

的特殊性加以解釋，

要麼刻意加以迴避。

我們看到的只是：中

國古代朝貢制歷史之

於現代中國邊疆治理

的合法性、帝國主義

殖民擴張壓力下中國

轉型的迫不得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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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段文字）那全面、有力、高度精

煉的超越性「現代正義觀」形成了呼應

（頁259-60）。因此，說汪暉迴避對權

力的批判好像站不住腳。

不錯，用「發展主義」來概括近三

十年來中國社會的總體病灶的確始自

汪暉，而且在一開始也的確是發人深

省的。但是隨÷時間的演化，隨÷中

國內部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和知識份

子內部「左」、「右」二元對立的傾向愈

發嚴重，愈來愈顯得高深的汪暉言

說，卻慢慢向迴避權力暴行的方向退

化，其對當下中國社會「發展主義」的

批判，不僅鋒芒漸失，而且在某些情

況下甚至成為袒護「權力—資本聯盟」

暴力的託辭，這點在《西藏問題》中就

表現得非常明顯。

在汪著中，中國的「發展主義」是

怎樣運作的；它在世界全球體系中處

於甚麼樣的位置；不平等的全球經濟

體系，是怎樣將中國置放在低端產品

加工的位置，讓中國人以出賣廉價勞

動力、破壞環境為代價獲取經濟的發

展；在以外貿出口加工換匯為基本發

展模式的拉動下，中國許多地區鄉村

結構的空心化、漂泊打工而無穩定家

園的上億人群的形成等問題，都幾未

置一詞，而這樣的批判視野，在相當

程度上本來是由汪暉最早給我們引進

的。當然，可能會有人說，《西藏問題》

討論的是西藏問題以及中國的邊疆民

族問題，沒有必要把甚麼東西都扯進

來。這話自然不錯，但是無論是對西

藏及其他中國民族問題進行宏觀還是

微觀研究，考察它們在近三十年來的

演變，都無法繞開「梯級存在的全球

及本土不平等」的分工體系。該體系

不僅將第三世界國家以及所謂「欠發

達地區」置於經濟性的依附位置，而

且也讓它們的文化、生活方式等成為

了「落後」、「保守」、「鄉巴佬」式的存

在，從而讓這些國家和地區臣服於全

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霸

權。實際上，這個問題也由汪暉本人

提出來了bk。

但問題是，不平等的全球資本主

義體系並不是自動運作的，也不是僅

僅由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單向推動

的，而是通過第三世界國家的代理或

準代理（它們往往就是國家權力、資

本及知識精英）來實施的。這樣說並

不是要將近三十年來中國取得的進步

一筆勾銷，也不是無視中國國家功能

的複雜多樣性，更不是置西方勢力與

中國諸多矛盾於不顧而片面地將中國

國家（或政府）定性為西方的代理人或

集權專制的「等價物」。但是，無論我

們怎樣肯定中國的進步，以及怎樣肯

定中國國家對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

藏、新疆等少數族裔地區）的長期扶

持與支援，我們都必須承認，包括許

多少數族裔地區在內的中西部地區之

所以欠發達，絕對與它們在中國及全

球經濟發展鏈條中的「低端位置」有直

接的關係。也就是說，在內外各種情

況的促動下，中國國家主動地加入到

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將自己矮化為

「世界產品的加工廠」，同時又把中西

部地區定性為東部沿海地區的廉價資

源、糧食、勞動力的輸出地，發展成為

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內部依附者」。

這一切如果離開了中國政府積極主動

的推動，離開了迷戀市場經濟和全球

化的精英的大力倡導，是難以想像

的。

更重要的是，這一切以及汪著中

所談到的政治腐敗、少數民族地方文

化的衰落、社會不平等的強化等，也

都不只是「發展主義」、市場經濟、現

隨%中國內部社會矛

盾的不斷激化和知識

份子內部「左」、「右」

二元對立的傾向愈發

嚴重，汪暉言說卻慢

慢向迴避權力暴行的

方向退化，其對當下

中國社會「發展主義」

的批判鋒芒漸失，某

些情況下甚至成為袒

護「權力—資本聯盟」

暴力的託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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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等所造成的「客觀」、「自然」的產

物，也不只是資本單一性擴張的結

果，而是包含÷「權力與資本」的相互

配合、互相推動的因素。其實，無論

是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是

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

設」，都不乏權力強制所致的暴力、

血腥，只不過是前三十年表現為單純

的「體制權力」的運作，而近三十年則

表現為「權力與資本」的合力運作而

已。所以，「發展主義」之所以能夠單

向度地運作，並不是一個認識論的問

題，在許多情況下是實實在在的「權

力—資本」的暴力實踐。但是，汪暉

卻對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權力—發

展」之間的內在聯繫性隻字不提。

在1980年代，由於對文革及其之

前的「極左」專制主義問題的反動，人

們對現代化、啟蒙主義普遍持幾無保

留的歡迎態度，現在看來當時人們的

確存在對於「開放」、「發展」、「民主」

價值的迷思，或過於簡單的認知。但

是在「八九」之後，尤其是1990年代中

期以後，中國現代化發展中所存在的

不正義問題，就愈來愈表現為權力與

資本對於普通常識的蔑視，對於社會

公正訴求的回應不力。有人說，西方

的理論很精緻，中國的現實很粗鄙，

思考中國的正義問題根本無需用那樣

精巧的解剖刀bl。汪暉喜歡使用西方

理論，只不過在他的精緻理論剖析

下，「發展主義」則成了無主的自動運

作者，成了遮蔽權力正身的一件外衣。

三　「多元主體」還是「單一
 主體」　　　　　

許紀霖在〈近十年來中國國家主

義思潮之批判〉一文中，分析了方興

未艾的「國家主義思潮」，指出汪暉正

是其重要理論代表人物之一bm。本文

的前述分析已經說明了這點，下面筆

者將根據《西藏問題》的中篇做更進一

步的闡釋。

汪暉透過同西方中國研究之「區

域研究方法」作比較分析，對中國作

為「跨體系社會」國家類型的合法性進

行辯護，的確是相當有意義的。但如

果我們跳出汪暉設計好的思路，就會

發現其中隱藏÷重要的扭曲或遮蔽、

對國家之惡的迴避、對國家無批判性

的辯護。

「在各種有關中國的具體問題的討

論中，『何為中國』始終是一個核心的

但常常被掩蓋了的問題。通過對中國

歷史研究中有關『區域』的論述和『區

域主義』方法的分析和總結，我試圖

在跨體系社會（trans-systemic society）

這一概念下，提出一種不同於民族主

義知識框架下的中國觀。」（頁147）汪

暉所說的「何為中國」之問題被隱蔽的

情況的確存在，而且為數也應該不會

少，但可能也並不像他所隱指的那樣

普遍、突出。

比如說，中國學人較為熟悉的

《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

儀衝突》（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與《從民族國家拯救

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

究》（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兩本書，重塑「中國形象」的用意就相

當明顯bn。至於那些更為「純正」的有

關中國的區域性研究成果，重塑中國

的意圖就更明顯了。1980年代以來一

些進入中國進行少數民族（地區）研

究的西方學者，大多都持有一個相

同的、很明確的理論前提，即通過具

有「後殖民批判」色彩的研究，解構有

關整體性中國的傳統看法，並進而證

「發展主義」之所以能

夠單向度地運作，在

許多情況下是實實在

在的「權力—資本」的

暴力實踐。但是，汪

暉卻對前三十年和後

三十年「權力—發展」

之間的內在聯繫性隻

字不提。「發展主義」

成了遮蔽權力正身的

一件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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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相當程度上不過是中國國家的

內部東方主義建構的產物，甚至有著

作直接就冠以“Dislocating China”之題

目bo。這些著作很可能是因為題材敏

感而多未被翻譯成中文，實際它們在

西方世界（至少在廣義的「中國研究

界」）可能並非是甚麼冷僻之作。但以

它們的挑戰性來看，博學的汪暉不可

能毫不知曉，而且就在汪暉於2009年

第二次修改《西藏問題》的中篇部分

時，已經有學者對這類解構中國的研

究進行了質疑bp，那麼汪暉為甚麼不

明確地指出這一點呢？

這很可能是由於這些有關中國的

區域性研究中包含「後殖民」或「後現

代」的解構主義性質。這種性質的研

究，不僅包含西方意識形態的偏見，

同時還與對於西方殖民主義、西方話

語霸權的批判有÷理論聯繫。當它們

被引用進中國研究領域時，就具有了

對於中國的（國家）民族主義、「內部

殖民主義」的批判性，而且這類研究

恰恰具有超越「民族主義知識框架」的

特點。因此，汪暉選擇了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這一相對較早的、關

於中國歷史的區域性研究（而不是那

些更具衝擊性的中國當代現狀的研

究）作為討論的切入點（頁150-62），而

且以「民族主義知識框架」來加以定

位，那就迴避了後殖民批評與後現代

解構主義之於中國內部所可能存在的

霸權性批判。

尤其是中篇所討論的「中國觀」問

題，不只是針對÷西方民族國家模

式，而且更重要的核心問題是，如何

理解或闡釋「跨體系社會」（中國國家）

與「區域社會」（具體的地方性、族群

性社會）之間的縱橫動態結構性關

係。這一核心問題包含÷兩種「主體」

的合法性之辨，汪暉一方面抽象地肯

定「區域社會」的主體性，但另一方面

實際又以對「跨體系社會」主體性的肯

定否定了它，或者說將「區域社會」的

主體性納入到「跨體系社會」的主體性

構架中就完事了。

當然，就國家（中央）與地方的關

係來說，「地方」之所以是地方，正在

於它的從屬性、邊緣性，因此強調

「跨體系社會」的重要性、主導性並非

沒有道理。問題是，以後殖民、後現

代視野來看，無論是「西方」／「東方」

的關係，還是「跨體系社會」／「區域

社會」的關係，都類似於不平等的主

流／邊緣、支配／被支配、壓抑／被

壓抑、殖民／被殖民的關係。筆者當

然不同意這樣簡單的類比，但是我們

也無法簡單地從國家與邊疆少數民族

區域的關係中，完全排除相類似的不

平衡、不平等結構。此外，不管我們

是否同意這些具有後殖民、後現代色

彩的中國研究，但它們至少已經不是

「民族主義知識框架」所能完全涵蓋

的。因此，當汪暉將中國研究扭曲地

局限於「民族主義知識框架」時，就抹

去了後殖民、後現代之解構知識對於

中國內部國家話語的批判性。

這種內部批判性的缺失，使得汪

暉甚至不惜違背邏輯地為「中國」進行

辯護，從而讓自己更深地陷入「國家

民族主義」的泥淖之中。例如，在一

般的觀念中，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

一個重要差異，就是前者重人情關係

而後者重法律關係（非人格性），而這

也往往被人們用來判定中國的傳統性

與非（欠）現代性。但是，汪暉卻從古

老的「家國天下」一體的「跨體系社會」

結構的「天」的概念中，發現了一種古

已有之的現代品格——國家的非人

格性，從而不僅表明了中國國家現代

品格的內生性、早熟性，而且也反襯

出了堅持「民族品格要素」（血緣、宗

不管我們是否同意具

有後殖民、後現代色

彩的中國研究，但它

們至少已經不是「民

族主義知識框架」所

能完全涵蓋的。內部

批判性的缺失，使得

汪暉甚至不惜違背邏

輯地為「中國」進行辯

護，從而讓自己更深

地陷入「國家民族主

義」的泥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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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地域等）之基礎的西方國家的不

成熟、不現代。因為很明顯，西方國

家模式始終無法克服世俗的非人格性

現代品格與人格化要素品格的內在矛

盾（頁188-204）。

我們不能說汪暉這樣的看法完全

沒有道理，但它卻是建立在對於傳統

中國國家模式與西方民族國家模式各

組成要素的片面、分裂、靜態解讀基

礎上的，而這恰恰違背了汪暉所主張

的動態、有機地看待「跨體系社會」與

「區域社會」關係的主張。其實，所謂

的「動態」、「有機縱橫關係」能否形

成，並不在於對兩種類型社會的抽象

討論，而在於兩種社會的具體互動，

而且往往還在於「跨體系社會」在與

「區域社會」互動時，究竟採取甚麼樣

的行為策略（這對於現代中國來說尤

其如此）。

同理，「天」的觀念能否落實，能

否保持所謂「天下與國家的對立」而達

致的「非人格性」特點（頁200），也並

不取決於學者的抽象思辨。皇帝——

這自以「天子」之名執道的人，本能上

就是要把「天之天下」變為「家天下」，

給「天」打上深深的而且是有名有姓的

人格化特徵，而「家天下」的從屬者則

會以「天道」的名義予以反抗並延續

「家天下」相襲的歷史。這正是漫長中

國歷史的基本戲劇情節。而且即便從

單純的理論抽象看，中國的天下觀也

沒有甚麼獨立、單一的「非人格性」價

值，「天」不過是人格性「家」的另一面

而已——鏡中之像，反之亦然。這早

已被「家國天下」一體觀所決定了。

所以，如果非要從傳統中國國家

觀念中挖掘非人格性的一面，最多也

只能說，中國的天下觀同西方現代民

族國家觀一樣，都陷在「非人格國家」

和「非人格性國家」的矛盾中，只不

過兩者的具體表現形式不同而已。

而西方之所以主張「一個民族一個國

家」，或許就包含÷克服這種矛盾的

意向bq。此中的道理，無論就歷史來

看還是從理論來說都是很清晰的，而

汪暉竟然去侈談甚麼超越西方國家的

中國王朝的「非人格性」⋯⋯

當然，汪暉可能會說，上述討論

其實是不恰當地將重疊、含混、模糊

的「跨體系社會」與「區域社會」的流動

性關係結構，簡化、固定化成了「跨

體系社會」（中國國家）和「區域社會」

（民族地區）的二元對立結構。其實，

作為「區域社會」的地方，很可能也是

跨體系的，正如汪暉在書中所討論的

傳統西藏王朝。這樣說當然不無道

理，但問題是這樣一來，既然「跨體

系社會」與「區域社會」的身份並不是

固定的，那麼汪暉為中國治理西藏的

合法性辯護的理由，也就不那麼穩

固、理所當然了。因為主張西藏獨立

的人士完全可以說：好，既然我們都

是「跨體系社會」，那麼為甚麼非要讓

我們這個體系從屬於你們那個體系

呢？難道我們尋求獨立的主張，不是

與你們尋求獨立、建立現代民族國家

的理由一樣充足嗎？這樣一來，問題

就又返回到了「民族—國家」的層面，

回到了「分離—統一」的層面。

四　未必多餘的補充

許紀霖指出，源自不同思想脈絡

的人之所以最終走向共同的國家主義

訴求，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有÷

一個共同敵人的想像，一種有關「具

有高度同一性的西方的想像」，「在他

們看來，西方的代議制民主縱容社會

上的私人利益通過政黨的競爭介入公

共政治過程，使得議會變成缺乏統一

意志的各種私人利益、特別是有產階

如果非要從傳統中國

國家觀念中挖掘非人

格性的一面，最多也

只能說，中國的天下

觀同西方現代民族國

家觀一樣，都陷在

「非人格國家」和「非人

格性國家」的矛盾中，

只不過兩者的具體表

現形式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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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在政治的過程之中被斷裂為兩個對

立的極端，公是絕對的善，私是絕對

的惡。各個政黨所代表的只是私人利

益，在議會當中私意之間交易和妥協

的結果，只能形成眾意。而所謂的公

意，則另有代表，那就是國家」br。這

種分析是較為準確的，但是在許紀霖

等許多憲政民主制的擁護者心中，也

存在÷一個以憲政民主代議制度為本

質的「高度同一性的西方」，這個「西

方」同所謂國家主義者的「西方想像」，

在形式上並沒有甚麼區分，所差異的

只是在憲政自由知識份子的想像中，

實行代議制的西方是真正民主的、善

的而已。因此，出於同樣的邏輯，他

們可以正確地看到中國國家主義的危

險前景，但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在內心

固定化了這樣一種連等式：「中共＝

專制＝中國＝惡」。

因此，對憲政自由知識份子來

說，愛國往往就等同於「民粹」、「憤

青」、崇尚集體暴力和迷信的當代「義

和團」；所有有關中國國家合法性的

辯護，也都是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理念

的反動、對專制主義體制的理論護

ì。這種傾向原來在一般自由主義者

那^就比較明顯，而近來更擴展至原

本較為客觀中立者。在他們的眼中，

當代中國、中國國家，無論在哪個方

面，都乏善可陳，都沒有甚麼合法性

可言bs。其實，這不過是與汪暉等人

滑向國家主義一端的相反方向的極化

表現而已。如果說左派國家主義者患

有國家權力迷思症，那麼自由主義者

則也可能已經陷入西方民主制度和西

方崇拜的迷思中難以自拔。

因此，本文對於汪暉西藏問題思

考的肯定與批評，並不是自相矛盾的

言說。正是因為有了汪暉等其他不同

形式的對中國合法性的辯護，才讓我

們可以更有底氣地在面對中國合法性

的質疑時作出這樣簡單明瞭的回應：

如果連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樣

的純粹殖民主義的「人造國家」都存在

合法性的話，那麼中國的存在又有甚

麼不合法的呢？但是，這樣的邏輯同

時也可能意味÷對於中國境內少數族

裔獨立合法性的肯定。因此，中國國

家是否合法，就不僅僅在於對外部質

疑的回應，還在於對內部不同族群、

群體以及個體的民主主體性訴求的回

應，在於對國家建設中所存在的政

策、制度弊端的反思，其中當然包括

對「以國家行政的統一力量抹殺族

群、地方和區域多樣性」的國家行為

的深刻反思與檢討。只有同時從內外

兩個方面去思考、批判、反省，才有

可能真正跳出非左即右、非中即西、

非國家即地方（個體）、非漢族即少數

民族等思維的泥淖，共同幫助國家克

服認同危機，順利完成國家的現代民

主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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