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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謝的裂隙：東方和西方？
——從西方的興起到東亞的復興的社會生態危機

● 穆　爾　　　　

（Jason W. Moore）

在《東亞的復興》中的論文，旨在解釋這個「世界區域」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

重新高漲的經濟活力。在這�，我想集中討論〈資本主義的歷史：東方和西方〉

一文，因為在我看來，這是本書的核心論文。

我認為，儘管這篇文章雄心勃勃，想要說明和解釋過去五百年間的東西分

合模式，但它卻受到歷史資本主義概念的限制，而這一概念將社會生態關係外

在化了。有鑑於此，這�所爭論就不是觀察視角合適與否的問題，而是觀察視

角本身的性質問題。由於歷史資本主義概念主要局限於競爭、衝突和革新的某

些社會環節，因此，我建議用另外一種分析視角來取代它。我認為，我們必須

透過現代性的主要交替和演化模式來認識生態過程與社會過程之間的盤根錯節

的關係。這些模式包括國家的形成、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社會革命、殖民擴

張，甚至還包括金融化！我採用了「代謝的裂隙」（metabolic rift）這一概念作為我

的討論的出發點。這個概念是指，在城市與農村之間的營養迴圈（nut r ien t

cycling）中出現了多層次的裂隙。儘管代謝的裂隙是所有文明的共同特徵，但它

在近代世界卻表現得極為突出。從這個觀點來看，資本主義與其說是存在於一

個物理環境中的社會系統，還不如說是社會生態關係的獨特的具體體現。

《東亞的復興》旨在解

釋這個「世界區域」在

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重

新高漲的經濟活力。

我採用「代謝的裂隙」

這個概念是指，在城

市與農村之間的營養

迴圈中出現了多層次

的裂隙。從這個觀點

來看，資本主義是社

會生態關係的獨特的

具體體現。儘管代謝

的裂隙是所有文明的

共同特徵，但它在近

代世界卻表現得極為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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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勒斯坦對「歷史資本主義」的表述已引起了廣泛關注。不過，對阿里吉等

人來說，「歷史資本主義」卻具有與沃勒斯坦的表述很不相同的含義。雖然兩種

闡述都強調了無限積累的重要性，認為這種積累是資本主義的必要條件，但阿

里吉等人強調了一種更狹窄的概念框架。沃勒斯坦認為，歷史資本主義的關鍵

就在於土地和勞動的無情商品化。從這種廣泛的意義上說，它是一種生產方

式。相反，對阿里吉來說，資本主義首先是一種積累方式，理由如下：第一，

按照這一概念，居於優先地位的是系統仲介（國家和企業）的創新，而不是反系

統仲介的創新；第二，這一概念假定，社會生態變化與資本積累之間並不存在

必然的矛盾。資本之所以能夠帶來高額利潤，是因為它具有「無限的靈活性和變

化適應的能力」1。這種靈活性使資本的無限積累成為可能，構成了資本的基本

社會特徵。土地和勞動的商品化與資本的自我擴張有某種牽連，但並不辯證地

受制於它。這種在布勞代爾啟發下發展起來的歷史社會學使生態生產和特性與

資本積累脫離了關係，在市場和物質生活的層面上肯定了自然與社會的辯證

法，但又在資本主義的層面上否定了它。

〈資本主義的歷史〉的幾位作者指出了由此而產生的幾個後果。其中的一個

後果是，中世紀中國的農業生態革命——以高產多熟水稻為中心——成為這個

時期的擴張、尤其是東南部「商業革命」的主要因素。不過，隨後出現的「資本主

義轉型」的「主要趨勢」並不與提供了許多可能性的農業生態變革相聯繫。農業生

態革命發生了，但在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後便銷聲匿)了。

不過，對過去五百年間中國社會生態關係的這種「大爆炸式」處理也許並不怎

麼富有成效。到了中世紀，中國已成為地球上最「徹底的人造」地貌的大本營2。

而且，這不光是一個程度的問題，生態變革的形式也很重要。尤其重要的是，

中國中世紀的水稻革命也許強化了這樣一種趨勢，即：帝國採納了我所謂的內

部生態修補機制（internal ecological fix）。

為甚麼會是這樣呢？這個問題涉及到中世紀中國水稻的政治生態。誠然，

所有的前現代文明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靠國家才得以維持的，因為國家整治和改

造了它們的物理環境，但在中國，國家發揮了更積極的作用，其程度之高、規

模之大、時間之長久，超過了任何其他國家。與小麥——一種「吞噬土地、令土

地定期休耕的」農作物——不同，這種新的水稻種植不僅產量更大，而且更具可

持續性。既然如此，問題又出在甚麼地方呢？在獲得更高的生產率並針對每年

的雨水變化採取一定的保險措施的同時，中國也付出了伊懋可（Mark Elvin）所說

的「前現代技術『鎖閉』」的代價3。若要讓這一系統發揮作用，就需要適當地整治

河流生態、水壩、灌溉渠道和運河系統，這種狀況促進了皇權的擴大。「為了防

止劇烈的生態惡化，就必須經常不斷地採取集中維護的措施」，世界上還沒有其

他文明陷入了這樣一種狀態4。與中世紀的歐洲不同，這種情形有利於形成一種

應對危機的獨特方法：中國統治階層可以利用國家來重新裝備生態基礎設施，

從而解決遍及整個體系的農業萎縮問題。

這與水稻（相對於小麥而言）的政治生態是如何聯繫在一起的呢？小麥是「思

想獨立的農業社會」的基礎。無論在亞洲，還是在歐洲，這些農業社會都不斷地

幾位作者指出中世紀

中國以高產多熟水稻

為中心的農業生態革

命，也許強化了帝國

內部的生態修補機

制。因為中國傳統農

業社會，國家發揮了

積極作用，也付出了

伊懋可所說的「前現

代技術『鎖閉』」的代

價。水稻種植將「種植

者的技術」放在更重要

的位置上，將勞力輸

入最大化，從而「嚴重

阻礙了」類似於西北

歐那樣的農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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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撓了領土的合併。相反，水稻不能離開水利基礎設施，這樣就使王國的創立

者掌握了「一個致命的武器，即大面積的饑餓」。但與此同時，要建造和維護這

種水利基礎設施，就需要人們作出巨大的「集體努力」。這有助於加強各鄉村的

力量，迫使國家照顧它們的福利。領土形成過程中的不同趨勢配合º生產點上

的差異。水稻似乎有利於形成大規模的領土權力，但卻削弱了土地所有者接手

生產的可能性。相對於小麥而言，依賴於土地灌溉的水稻種植將「種植者的技

術」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而不太重視「愈來愈複雜的生產工具」。水稻種植將勞

力輸入最大化，從而「嚴重阻礙了」類似於西北歐那樣的農業革命5。

對社會化約論者的歷史資本主義以及東西不同發展軌)的觀念而言，這種

農藝上的差別究竟提示了一些甚麼呢？首先，這些文明的政治生態決定了人們

對漫長的十四世紀遍及整個非洲和歐亞大陸的農業萎縮的獨特的、具有重要意

義的回應。儘管中國和歐洲都經歷了人口的銳減、農民的騷亂和政治危機，但

衰退的社會生態特徵以及隨後採取的克服衰退的辦法卻大相逕庭。

在歐洲，漫長的十四世紀始於農業的萎縮，而這種萎縮很快轉化成一場危

機。阿里吉等人正確地看到了這個時代國與國之間不斷升級的衝突，並且令人

信服地指出，這種衝突伴隨º對流動資本的與日俱增的需求以及相應的全球擴

張的壓力。然而，這種領土性的權力—資本積累的辯證法只是遍及整個系統、

範圍更大的危機的一個要素。到了1300年，農業收成及相應的領主收入已經開

始銳減。國家打仗，爭奪流動資本，恰恰因為農業危機限制了國家從內部獲取

收入的能力。國家無法利用內部生態修補機制來解決問題。

歐洲正在出現的危機開啟了一種基於土地延伸而非勞動集約的文明政治生

態，這種政治生態不適合於集權的修補辦法。在中世紀，小麥以及與之相伴隨

的牲畜吞噬了土壤。經過一段時間，土壤漸漸被消耗淨盡了，新的定居點也未

能彌補由此而造成的虧缺。正當封建農業加強了農民力量的時候，這種農業的

基本階級關係——而非馬爾薩斯式的矛盾——卻削弱了農業的生態基礎。封建

制度用政治手段獲取剩餘價值，但也承認農民一直享有的各種權利。在這種情

況下，它就既不能採取必要的強制手段，也不能提供必要的刺激以確保生產力

的不斷提高。不僅如此，生產力的提高還常常因為封建苛捐雜稅而受到阻礙。

促進農業發展的各種舉措也達到了領主霸權所能允許的上限。在封建制度的「簡

單再生產的擠壓」6下，農民被迫以毀損土壤的方式進行耕作以謀取生存；沒有

人強迫他減少土壤消耗，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生產率。結果就出現了這樣一個社

會生態系統：在人口增長的壓力下，封建主與農民的關係促成了從牧場向耕地

的長遠轉移。這樣就減少了補充土壤肥力所需的牲畜數量，從而需要開展新的

殖民活動，新一輪的生態透支又開始了。這確實是一個惡性循環！

所有這一切都為1300年後的大規模饑荒做好了鋪墊。大饑荒造成人口的大

量流失，再加上黑死病（1347-51）引發的周期性流行病震盪，恰好擊中了封建階

級權力的要害，即勞動與土地的較高比率（這種比率強化了系統的勞動密集型強

制積累策略）。由於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勞動與土地的比率大大下降了，有力

地消除了封建制度的勞動後備大軍的功能對等物。農民討價還價的能力——尤

儘管在十四世紀中國

和歐洲都經歷了人口

銳減、農民騷亂和政

治危機，但衰退的社

會生態特徵以及隨後

採取的克服衰退的辦

法卻大相逕庭。歐洲

在1300年後的大規

模饑荒造成人口大量

流失，再加上黑死病

引發的周期性流行病

震盪，導致了從蕭條

向危機的轉化。由於

歐洲統治階層不能靠

內部修補機制解決

問題，因此，它們就

只能利用外部生態修

補機制——即海外擴

張——來彌補其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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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歐洲——也相應提高了，從而加劇了領主收入的持續萎縮。不僅如此，封

建制度此前已經捲入到國家建構和商業化的浪潮中，這樣就在農民中間形成了

新的團結紐帶，共同抵制這一浪潮。農民的力量愈來愈強大，對歐洲各統治階

層來說，這種情形導致了從蕭條向危機的轉化。當然，這些統治階層也採取了

種種強制措施以恢復封建秩序，但所有這一切都沒有甚麼效果。由於歐洲統治

階層——國家、領主、商人——不能靠內部修補機制解決問題，因此，它們就

只能利用外部生態修補機制——即海外擴張——來彌補其損失。

大約與歐洲同時，中國也開展了一系列海上探險活動。歐洲走上了一條征

服全球的道路，而中國則沒有，這與中世紀社會生態危機的不均衡有一定的關

係。歐洲的危機是系統的危機，而中國的危機則是系統內部的危機。在一個世

界區域�，靠貢賦運轉的統治機器即將出現裂隙直至灰飛煙滅，而在另外一個

世界區域，同樣的統治機器仍將完好無損地延續幾個世紀。中國——由於她具

備世界上「最強大的生態互補性」7——一方面不像中世紀歐洲那樣動不動就陷入

危機，另一方面又比中世紀歐洲更適合於內部修補機制。在漫長的十四世紀，

儘管發生了農民騷動和政治危機，但中國卻能夠「恢復農業」，並在農業稅收——

而非商業稅收——的基礎上恢復「最基本的那一部分國家資源」8。

這恰恰是中世紀晚期的歐洲所無法做到的。農業關係很難自上而下地、朝

º有利於恢復封建秩序的方向予以重組，相反，依靠海外擴張，則有可能增加

經濟剩餘價值，從而在避開難以駕馭的農民的情況下消除封建制度危機的核心

元素。然而，光靠掠奪和商業再分配並不足以增加剩餘價值，現在必須用社會

生態轉型來取代再分配。

不妨走進商品領域來看看吧。長期以來，非洲和歐亞大陸的文明國家對形

形色色的區域性社會生態危機產生了影響。為了緩解危機，這些國家採取了某

種以資源領域為核心的擴張政策。不過，到了十五世紀中葉，由於歐洲各主要

階層面對º強大的農民階層和混亂的社會生態秩序，因此，它們就開始實行一

種新的文明策略。商品生產和交換（這是文明擴張的突出特徵）迅速變成了目的

本身，商品領域日益取代了資源領域。中世紀的擴張基本上具有再分配的意

義，而新的商品領域則具有深刻的變革力量。商人的利潤和國家領主的收入首

先是通過糖料作物種植園和銀礦開採中心而在一個新的世界歷史基礎上重新確

立起來。這個新的基礎就是：土地和勞動的永無休止的商業化。

資本主義的興起標誌º生態惡化的規模、範圍和速度的大飛躍。城鎮和鄉

村之間的古老對立上升為全球化生態征服和危機的辯證法。這種「代謝的裂隙」

既體現了社會生態關係的新網絡，同時又使之成為可能。通過這種代謝裂隙，

生態財富以一種日益不可持續的方式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全球擴張、而非區域

領土的擴大成為解決社會生態問題的最佳辦法。於是，就出現了現代所特有的

「連續過度開採」模式9：一個接º一個的地區出現了社會生態資源相對耗盡的狀

況，隨後是以獲取新的勞動和土地供給為目的的地理擴張的周期性浪潮，由此

形成了不可持續發展的新的、範圍廣泛的迴圈。生態危機的全球化第一次鑲刻

在文明的運動規律上。

大約與歐洲同時，中

國也開展了一系列海

上探險活動。歐洲走

上了一條征服全球的

道路，而中國則沒

有。中國由於具備世

界上「最強大的生態互

補性」，一方面不像中

世紀歐洲那樣動不動

就陷入危機，另一方

面有比中世紀歐洲更

適合於內部修補的機

制，因而克服了十四

世紀的農民騷動和政

治危機，恢復最基本

的國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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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如何讓自然的生產成為大規模的比較研究的一個課題呢？這是以世界

歷史為出發點的研究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之一。對阿里吉等人來說，生態因

素是存在的，但僅僅存在於邊緣。他們正確地認為，對「自然資源和能源」的控

制值得重視，有必要將這種控制與對「財政資源」的控制放在一起加以考慮。不

過，對幾位作者來說，真正要緊的是後者的社會關係，其作用方式不依賴於前

者。這樣一來，他們就有效地將積累的這兩個環節集裝箱化了，複製出一個不

恰當地將「社會」對「環境」的影響置於優先地位的歷史概念，從而表現出一個更

普遍的傾向。也就是說，他們採取了一種強調社會影響產生環境結果的研究方

法。這一研究方法認定自然與社會具有內在的同質性，並且在本體論上先於社

會生態總體。於是，它就傾向於將人類本性和人類之外的自然歸結為原料，其

唯一的、真正的力量在於自然極限的窮盡。

另外一種構想——我稱之為辯證反饋的觀點——拒絕接受自然與社會的這

種二元論。「代謝的裂隙」同時體現了生態和社會關係，從這一概念出發，我們

可以將生態矛盾置於資本主義更廣闊的空間和生產關係中來看待。從這一視點

來看，城鄉對立就變成了現代世界的一種持久的社會生態關係，其矛盾展現了

生態財富從鄉村向城市的不可持續的轉移。於是，環境的各種變化就不只是資

本主義發展的後果了，它們同樣也促進了這一發展，既是結果，又是條件。這

一現代對立是十分獨特的。它表明，東亞在復興過程中還要克服重重困難；與

此同時，它也提示我們，人類的未來之路不會是一條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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