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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漢語學術界大量譯介

當代西方歷史社會學作品，比如曼

（Michael Mann）的《社會權力的來

源》（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絕對

主義國家的系譜》（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蒂利（Charles

Tilly）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

（公元990-1992年）》（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都是煌煌大作。然而，漢語學術界

卻還沒有產生能夠和上述著作相稱

的作品，沒有尋找到中國「社會權

力的來源」，沒有勾勒出中國「絕對

主義國家的系譜」，亦沒有清楚解

釋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1，

甚至從思想性而言，沒有能夠超越

1980年代金觀濤、劉青峰所著的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

超穩定結構》。令人欣喜的是，新

近出版的《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

誕生》（以下簡稱趙著或《東周戰

爭》，引用只註頁碼），雖然僅僅是

趙鼎新教授一個研究計劃的序論，

卻帶給我們理解古代中國的洞見。

趙鼎新在該書的序言中提到

金、劉二氏的著作對他的影響。事

實上，《東周戰爭》的理論雄心已超

越前者，它試圖解釋的乃是古代中

國儒法國家的形態和產生的根源並

總結了帝制中國的七項特徵，指出

東周戰爭驅動的理性化進程及其特

理解帝制中國形成的知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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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源。趙鼎新總結

了帝制中國的七項特

徵，並指出東周戰爭

驅動的理性化進程及

其特殊的結晶形態乃

是造就這一帝國形態

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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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上海：華

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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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結晶形態乃是造就這一帝國形

態的根本原因。如果說韋伯的《中

國的宗教》是我們理解帝制中國的

社會學基礎，那麼趙鼎新的新作則

是理解帝制中國形成的知識基礎。

一　韋伯的知識挑戰

首先回到韋伯的《中國的宗教》。

時至今日，該書依然是關於帝制時

代中國社會無與倫比的巨著，依然

給予當代中國研究學者最為刺激的

知識挑戰。韋伯的學術興趣來源於

他試圖解釋工業資本主義何以獨獨

產生於西方，特別是新教背景下的

國家2，他對世界各大文明的研究

無不包含這一旨趣。而對於儒教中

國的研究，韋伯的問題核心在於：

帝制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環境並不遜

於前資本主義的歐洲，而且儒教的

理性化程度也相當高，何以中國未

能產生資本主義？韋伯從制度和思

想兩個角度進行了精闢的分析，他

指出：「儒教的理性主義意指理性

地適應世界；清教的理性主義意指

理性地支配世界。」3

儘管韋伯時時以「歐洲文明之

子」自詡，無處不在高揚歐洲文明

的獨特性，但是這也並非可以用

「歐洲中心主義」輕鬆打發的。韋伯

以西方為中心的比較帶給我們的真

正問題是：解釋近代資本主義的展

開是一個西方的問題，可能屏蔽了

我們的中國問題意識——比如，產

生資本主義對於帝制中國是必須的

嗎？或者說，問題為甚麼非得是儒

教中國，而不是更具競爭性和工具

理性的春秋戰國是否能夠產生資本

主義呢？不過，當我們以中國文明

作為本位進行思考的時候，這些疑

惑反倒能夠激發研究者對於中國歷

史的各個階段做深入探討，誠如金

耀基所言：「數十年來西方有關中

國社會的著作是韋伯此書的腳註與

演繹」4。那麼，對於理解儒教中國

的形成，也即春秋戰國這段歷史，

韋伯至少給我們留下三大困惑：

第一，韋伯已經指出法家在春

秋戰國時代一度勃興，但在他對帝

制中國的論述中，則未加分析地指

出曾經具有高度工具理性特質的

士人已變為傳統主義者：「就正是

這個在世界帝國中阻礙行政理性化

的領受國家俸祿者階層，在戰國時

代卻是各諸侯國（在行政理性化方

面）最有力的促進者。」5何以這些

具有高度理性化特質的人物在帝制

時代都變成韋伯筆下的傳統主義

者？而且，傳統主義也即儒教倫理

是否真的足以維繫一個龐大帝國？

事實上，韋伯自己也給出矛盾的答

案：「中國的官吏制度並沒有發展成

近代的官僚制」6，但「中國（在形式

上）可說是近代特有的、和平化與

官僚化社會的最佳代表」7。後來的

研究中，法家在帝制中國政治中

的地位得到進一步肯定，顧立雅

（Herrlee G. Creel）指出帝制中國具

有一種高度的行政管理理性化特

質，這在近代歐洲興起以前為世界

歷史所罕見，這也是中國能維繫一

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相當

重要的原因8。所以，這就需要我

們解釋行政理性或者法家政治的產

生根源。

其次，韋伯並未解釋在春秋戰

國時代一度被邊緣化的儒教，何以

韋伯並未解釋在春秋

戰國時代一度被邊緣

化的儒教，何以在帝

制中國時代成為統治

性的意識形態，統治

中國兩千年。後世君

王為甚麼要賦予儒教

知識份子如此崇高的

地位？儒教何以成為

統治集團的官方意識

形態，成為知識精英

的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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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制中國時代成為統治性的意識

形態，統治中國兩千年。事實上，

「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

傳）眾所周知，秦始皇焚書坑儒，

漢初的統治者對儒家的態度也不友

善，「沛公不好儒」是有名的，「我

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

（《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

傳）那麼，「在秦始皇時代已不容存

在的儒學，過了幾十年，在漢武帝

的時代不但捲土重來，而且竟『定

於一尊』。這真是思想史的一個奇

-」9。後世君王為甚麼要賦予儒教

知識份子如此崇高的地位？儒教何

以成為統治集團的官方意識形態，

成為知識精英的倫理規範？

如果說秦朝以降的家產官僚制

使得中國社會缺乏多元力量（如獨

立宗教、自治城市和封建制度），

以及儒教在帝制時代變得日趨傳統

主義使得中國的制度及國人的心態

不再適合於發展出產業資本主義，

那麼為甚麼春秋戰國時代——這個

高度競爭和理性化的時代也沒有產

生資本主義？韋伯寫道bk：

在與我們主題有關的幾個特質上，

我們愈往上溯，愈能發現中國人及

中國文化與西方的種種相似之

處。⋯⋯古代的戰鬥君主、哲學派

別的對立、封建制度、戰國時期資

本主義的萌芽，所有這些被認為具

有特色的，都比儒教中國的各種特

質，要來得貼近西方的現象。

簡言之，何以春秋戰國的理性化進

程獨獨被政治力量所馴服，而未造

成資本主義經濟的勃興？

這三個問題，有的是韋伯以新

教作為主體對儒教中國進行比較研

究所不必顧及的，有的在其研究主

題之外，但都與我們理解帝制中國

的形成密切相關。在這個意義上，

趙鼎新的研究破題了：戰國時代的

高度行政理性化如何產生，又為何

不能在帝國時代獨大？戰國時代被

邊緣化的儒教何以成為帝國意識

形態？具有工具理性特質的戰國時

代何以未能萌生資本主義？概而言

之，「韋伯在其工作中將上述歷史

模式視為『自變量』，並用它來解釋

為甚麼中國未能發展出『理性資本

主義』，本書則將上述歷史模式視

為『因變量』，試圖探明其得以發軔

和形成的原因。」（頁4-5）

二　帝制中國「社會權力
的來源」　　　

在討論趙著之前，另一部必須

提及的著作是曼的《社會權力的來

源》。由於《東周戰爭》系統地考察了

軍事、政治、文化、經濟四個重要

權力來源，以及在特定時空下的結

晶形態，遂很容易被認為是中國版

的《社會權力的來源》。而且，曼把

論述重點放在他所熟知的歐洲範

圍，而對中國語焉不詳，未免給這

部雄心勃勃的巨著留下遺憾。曼認

為馬其頓對希臘的征服以及隨之的

希臘化所形成的帝國是第一個政治

權力和意識形態權力高度融合的例

子bl，而他認為這在中國古代並不

鮮見，此即趙鼎新勾勒的儒法國

家：「以帝國儒學思想（i m p e r i a l

Confucianism）作為官方統治意識形

由於《東周戰爭》系統

地考察了軍事、政

治、文化、經濟四個

重要權力來源，以及

在特定時空下的結晶

形態，遂很容易被認

為是中國版的《社會

權力的來源》。曼對

中國語焉不詳，未免

給這部雄心勃勃的巨

著留下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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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和合法性基礎，同時運用法家手

段對國家進行實質性管理的國家模

式」（頁7）。趙著即旨在論證儒法國

家的形成：

春秋—戰國時代的封建制度導致了

諸侯列國之間頻繁的局部性非摧毀

性戰爭；這些戰爭驅動型衝突刺激

了該時期各個社會領域的發展。然

而，由於該時期中國社會的其他社

會力量發展薄弱，社會的多元化程

度很低（比如與封建時期的歐洲和古

希臘相比），由戰爭而催生的軍事權

力、意識形態權力和經濟權力的發

展最終均為國家所控制；國家權力的

一元獨大為儒法國家（Confucianism-

legalist state）的形成開闢了道路，並

限定了日後兩千多年來中國歷史發

展的方向。（頁21-22）

下文結合前述韋伯留給我們的

困惑，討論趙著的三個問題。

（一）戰爭驅動理性化和中央集

權官僚制帝國

趙鼎新的一個核心觀點是：

春秋—戰國時代的封建制度導致了

諸侯國之間頻繁而輸贏不定的局部

性戰爭（frequent but inconclusive

wars），正是在這類特殊類型的戰爭

中所形成的競爭和衝突，促進了效

率導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efficiency-

oriented instrumental culture）在軍

事、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領域

的擴展，進而為春秋—戰國時代社

會各領域的演變提供了根本動力。

（頁2）

這可以看作是對韋伯觀點的發展：

「這種行政上的理性化，只有在戰

國時期封建諸國相互競爭下才出

現」bm。這w面，「反覆發生的非摧

毀性戰爭」是一個根本原因。趙鼎

新將春秋戰國分為三期，大量運用

社會學方法分析了這一類型戰爭對

於塑造工具理性文化，特別是行政

管理理性化的作用，對於戰爭的數

據分析，頗見功力。

我們可以看到他有意識地把世

界歷史上三次類似的戰爭體系進行

比較：東周戰爭、古希臘城邦之間

的戰爭和近現代歐洲戰爭bn。同樣

是「反覆發生的非摧毀性戰爭」，其

最終結果卻大相逕庭。正如趙著對

「戰爭導致科層化」bo這一觀點的批

評，「反覆發生的非摧毀性戰爭」也

並不必然導致「中央集權官僚制帝

國的產生」。比較這三個戰爭體系，

可以從趙著中看到另外兩個因素決

定�這種戰爭體系的結局：

第一個因素體現為戰爭與地理

的關係，「反覆發生的非摧毀性戰

爭」需要一個多國體系，且多國體

系的地理分布至少需要三大因素：

首先，整個體系的外部地理屏障保

證體系內戰爭不受重大外部干擾

（希臘這方面的屏障就不如中國和近

代歐洲）；其次，體系內部是大陸

連續體或者地理相近的海洋，這才

有「反覆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和便利

性；最後，內部地理有距離、山

川、河流等阻隔：首先必須有阻

隔，才可能是「非摧毀性」；其次，

阻隔的程度很大意義上決定統一的

可能性。正因為希臘面臨�更大的

外部威脅，所以希臘的「春秋戰國」

結束於他國的征服；正因為歐洲的

趙鼎新有意識地把世

界歷史上三次類似的

戰爭體系進行比較：

東周戰爭、古希臘城

邦之間的戰爭和近現

代歐洲戰爭。同樣是

「反覆發生的非摧毀

性戰爭」，其最終結果

卻可以是大相逕庭。



帝制中國形成 141
的知識基礎

地形地貌阻隔更大，才使得歐洲

最符合這種類型的戰爭，即使拿破

崙也未能統一歐洲。這正如伯克

（Victor L. Burke）指出的「西方文明

間的衝突導致歐洲反反覆覆的封建

化和集權化」bp；而東周時代的中國

並沒有遭遇到蠻族的大規模入侵，

同時內部地理具有可以反覆作戰的

可能性，中原地形阻隔不大也增加

了統一的可能性bq。

另一個因素在於參戰者或者這

一戰爭體系中社會力量的多元化程

度。近代歐洲有�希臘和東周時期

都不具備的多元化力量，不但使得

戰爭具有更多的非國家參與者，也

使得其他非軍事的權力在競爭中得

到充分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中世紀自治城市所代表的現代資本

主義力量，這一點在韋伯和蒂利的

研究中都得到高度重視。而在中

國，正如趙鼎新所指出的，社會

多元化力量不足，這種理性化進

程獨為國家權力所駕馭。於是，

東周戰爭驅動了工具理性化，卻獨

為政治權力所駕馭：一方面，地緣

政治特徵使得政治統一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社會力量多元化程度不

足導致這種政治權力獨大。這就是

最終形成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帝國：

秦朝。

然而，更重要的是，趙著提醒

我們：三場結局不同的戰爭其實也

有�類似的總體性機制，即工具理

性的演化和社會的累積性發展，儘

管這一累積性發展並非單向和線性

的。這是文明演進的一個根本性機

制，也是趙著之所以選擇理性化機

制作為理解這一時期的整體性機制

的原因。事實上，除了韋伯對此

的精湛論述外，斯賓塞（Herbe r t

Spencer）亦揭示了戰爭與市場競爭

是導致理性化進程和社會進化的一

個重要因素br。這w面，我們不難

看到趙鼎新早年的生物學學習背

景，不可諱言，這一理論是帶有進

化論色彩的。

（二）作為政權合法性的意識形

態權力

誠如余英時所言：儒學的「定

於一尊」是思想史的一個奇-。那

麼，儒家是何以在戰國和秦朝的災

難後「凱旋」的呢？擁有工具理性統

治技術的帝國為甚麼需要儒學呢？

原因在於法家給君主提供了治理的

技術，但也僅限於此。它既不能為

政權統治提供一套合法性話語，也

不能給上層精英提供一套安身立命

的倫理體系。秦朝的速亡使得儒家

的復興成為可能甚至必須。意識形

態權力在帝制中國的核心作用在秦

王朝覆滅以後得到凸顯。

事實上，即使在秦始皇時代，

儒學也沒有真正消亡，秦始皇依然

任用儒家知識份子，他坑殺的只是

「不聽話」的儒生。正如蕭公權所洞察

的：「故始皇之治，兼用法儒」bs。

於是，方才有了漢武帝的「尚法尊

儒」和「法儒合流」，兩者的區別僅

僅在於「始皇以任法為主，列儒術

為諸子之一，武帝尊孔子為宗師，

用管商以佐治而已」bt。

這段「法儒爭勝與合流」的歷史

乃是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公案。

儒家的現代同情者往往會強調這段

「儒學的法家化」或「法家的儒士化」

的歷史傷害了正宗儒學，並使得帝

法家給君主提供了治

理的技術，但僅限於

此。它既不能為政權

統治提供一套合法性

話語，也不能給上層

精英提供一套安身立

命的倫理體系。秦朝

的速亡使儒家的復興

成為可能甚至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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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實施真正意

義的儒家之道，反倒使得儒家背上

了為專制體制提供意識形態合法性

的現代罵名ck，或者認為儒家是克

服中國古代演變成為絕對君主專制

的民主因素cl；而儒家的批評者則

會強調儒家通過迎合專制君主而發

展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甚至阻礙了

中國的發展cm。從方法論而言，兩

者的解釋同趙鼎新批評許田波所說

的「戰國諸國採取自強的戰略導致

了國家的統一」cn一樣，「輕視社會

結構的作用而過份強調行為主體的

策略選擇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不同的政治策略當然能造成不同的

歷史後果，但是從長時段來看，歷

史發展往往是行為主體的非預期後

果」（頁191）。

儒家的地位有�客觀必要性，

而不能主觀化和意志化。拋開價值

層面上的揚儒抑法和揚法抑儒，二

者的結合幾乎是一種歷史必然：作

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帝國，如果希望

得到穩定而長久的治理，即需要一

套實用主義的、具有工具理性特徵

的統治技術，也需要一種能夠整合

統治集團觀念的價值理性體系和作

為合法性基礎的意識形態體系，兩

者缺一不可。如前文所述，儒家的

地位是從秦始皇到漢高祖到漢文

帝、漢武帝一步步發展而來的，漢

武帝時代的「尚法尊儒」、「王霸雜

糅」的出現只是或早或遲而已。說

到底，「二家皆致用之學，呈此混

雜之現象，乃專制天下環境中自然

之結果，不足異也」co。從此，中國

歷史進入儒法合流的帝國時代，它

作為一種政治形態，穩定地統治了

中國兩千年。

（三）戰國時代為甚麼沒有產生

資本主義？

在用四種權力審視帝制中國的

形成和發展之後，趙鼎新也間接回

答了戰國時代為甚麼沒有產生理性

的資本主義（或者其他類似的總體

機制）這一命題。筆者這一說法並

非故作驚人之論，考慮到戰國時代

工具理性的發展，這種「資本主義

的萌芽」或許比明清時期的所謂「資

本主義萌芽」更可能帶來突破性發

展。但為甚麼沒有產生呢？

正如韋伯指出的：「西方還有

一些獨立且強大的力量⋯⋯決定西

方之命運的五大革命正是如此。我

們要問：中國沒有這類的力量存在

嗎？」cp帝制中國時期沒有這些獨立

而強大的力量，春秋戰國時期，正

如前文所述，實際上也沒有。趙著

中至少考察了三個重要的因素，

每一個因素都隱含與近代歐洲的

比較：

第一，封建制度本身的差異

性。歐洲的封建制度「是在羅馬帝國

末期和日爾曼部族社會早期所存在

的一些社會組織形式的基礎上自發

地緩慢發展起來的。而在中國，它

明顯地是政治設計的產物。」（頁36）

前者在力量和形式上相對多元化，

所以走上不同道路；而中國，更具

有同質化的特徵，這也限制了新的

政治選擇的產生。

第二，其他非國家因素的制衡

力量，如獨立的宗教權力是否存

在，特別是自治城市的因素。儘管

戰國時代「當時為市井民眾所推崇

的並不是所謂的政治人物，而是商

人」（頁123），但是，「當時中國的商

儒法的結合幾乎是一

種歷史必然：作為一

個幅員遼闊的帝國，

如果希望得到穩定而

長久的治理，即需要

一套實用主義的、具

有工具理性特徵的統

治技術，也需要一種

能夠整合統治集團觀

念的價值理性體系和

作為合法性基礎的意

識形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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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階級從未像歐洲的商人那樣形成

一股有組織的、可與國家相抗衡的

力量。」究其原因，「商業城市出現

的時間到底是在戰爭驅動的國家集

權化進程開始之前還是之後，便顯

得十分重要。」（頁125）「到十四世

紀，戰爭驅動的國家集權化進程在

歐洲啟動之前，一些最重要的城市

已經發展成為獨立的商業貿易中

心，從而成為歐洲經濟和政治格局

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頁126）

最終，「在前現代歐洲，國家與新生

資產階級力量實現平衡後，民族國

家與市場經濟獲得了同步發展；而

在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國家集

權化進程則獲得了壓倒性優勢。」

（頁130）換言之，「在歐洲，整個封

建社會發展的動力來自戰爭衝突和

商業競爭這樣兩股不同的力量，而

在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封建社

會演化的動力則主要來自於戰爭」

（頁36）。所以，儘管兩者都產生了

工具理性，其內在的動力機制卻有

所差異。

最後，多元化的哲學和思想是

否存在。近代歐洲的思想來源廣

泛，融會貫通了人類文明史上眾多

精華，其開放性和多元化程度都

遠勝於戰國時代的中華文化，這也

是造成兩者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

（頁107-10）。

三　文化論還是制度論？

一般認為，韋伯有兩種理論取

向，即所謂文化論和制度論；而從

方法論而言，韋伯也兼具詮釋主義

和實證主義的特徵，即試圖綜合客

觀性的「解釋」（explanation）和主觀

性的「解讀」（interpretation）。韋伯以

理性化為利器，以分析「精神—經

濟」的關聯作為主線，在宏觀與微

觀、精神與物質的諸領域游刃有

餘，既對中國社會做出整體主義解

釋，又不乏精微的心態詮釋，這也

是韋伯能不斷激發後人思考的內在

原因。

如果說余英時對近世宗教倫理

的研究秉承了韋伯文化論的理論視

角和詮釋主義方法論特徵的話，那

麼，趙著選擇的則是制度論和實證

主義方法論。然而，弔詭的是，余

英時以詮釋主義的研究方式得到制

度論的結果，而趙鼎新卻在實證主

義的框架中得到一個毋寧說是文化

論的答案。余英時在指出中國近世

思想轉變對於明清商業有助益之功

後，在結論處寫道，明清商人「所

遭到的主要阻力是甚麼呢？⋯⋯韋

伯在研究西方古代的經濟發展，曾

提出一個看法，即自由商業在『共

和城邦』中易於發展，在君主專政

的官僚制度下常遭扼殺，因為後者

以『政治安定』為主要目標。這一論

點所蘊涵的前提是政治結構有時也

可以對經濟形態發生決定性的作

用。」cq

余英時的論證邏輯在於中國思

想本有啟發資本主義（或者其他類

型的現代性）的資源，然而帝制中

國的特定制度結構抑制了這種可能

性的發生；但恰好相反的是，趙鼎

新告訴我們，自軸心時代以後，中

國已經架構出兩種籠罩萬端的理

性：作為價值理性的儒家思想和作

為工具理性的法家統治，使得任何

根本意義上的制度改革和變化都變

趙鼎新告訴我們，自

軸心時代以後，中國

已經架構出兩種籠罩

萬端的理性：作為價

值理性的儒家思想和

作為工具理性的法家

統治，使得任何根本

意義上的制度改革和

變化都變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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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可能。事實上，這也是軸心時

代的本意所在，彼時發酵和定型的

思想觀念足以影響甚至主導一個偉

大文明數千年的歷史。

這也再次說明，研究古代中國

（東周）的社會和觀念的形成、演變

和關係，對於理解帝制中國乃至現

代中國的重要性。趙著僅僅是我們

認識儒法國家形態的發軔、形成、

發展和影響的一個起點，我們有理

由期待更精彩的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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