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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富了我們對箇中細節的認知。

然而，在論證方面，雖然作者能另

闢蹊徑，從滿洲統治者的角度來展

現清帝國的多元性，但很多地方還

存在z不足。例如作者強調十七世紀

初期滿洲認同就已經形成（頁6-7），

卻未能就此深入展開討論；所謂

「多元性帝國」的論述在本書比比皆

是，可是作者沒有清楚界定其含

義；最重要的問題是，儘管作者反

對「漢化」的說法，卻幾乎忽略了西

南少數民族在清帝國中的經歷，如

果按照她所謂「多元性帝國」的論

述，就無法解釋清代為甚麼會在西

南地區實行改土歸流，鼓吹對西南

民族推行儒學教化。另外，在本書

導論前面的「1820年清帝國輿圖」

（頁xiii）中，沒有出現台灣，對於這

樣一部嚴謹的史學著作來說，不能

不說是一個遺憾。

儘管如此，本書的重要性是毋

庸置疑的，有學者甚至將其譽為滿

學研究「四書」之首。此外，本書的

資料翔實，特別是對滿文檔案的重

視，使得作者跳出民族主義史學的

窠臼，主張應當重新認識清代的特

殊性。作者宣稱：「傳統的觀點支

配我們對清朝的理解已經七十多年

了，現在是該換換角度和;述方式

的時候了」（頁13），這的確是值得

國內學者反思的。包括羅友枝在內

的美國「新清史」流派近年來影響很

大，出版了大量觀點新穎的著作。

我們在借鑒、批駁的同時，也應當

提升自身的研究水平，企求能夠在

國際學界與之進行高水平的對話。

試z追問秩序的內涵

● 蔣志如

蘇力：《閱讀秩序》（濟南：山東

教育出版社，1999）。

不論在何等民主與自由的社

會，成人世界中的秩序主要是為有

錢、有權、有關係的社會精英而設

的。一個普通社會成員從出生到成

人，必須在現有的秩序下習得各種

規範。如果能「學而時習之」，並能

「悅」，再「溫故而知新」，就有了改

造舊秩序的可能；如果再有機會，

秩序就可能發生變遷。這些觀點對

本書的重要性是毋庸

置疑的，有學者甚至

將其譽為滿學研究

「四書」之首。此外，

本書的資料翔實，特

別是對滿文檔案的重

視，使得作者跳出民

族主義史學的窠臼，

主張應當重新認識清

代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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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能從中體會到甚麼呢？蘇力的

第二本文集《閱讀秩序》（以下簡稱

《閱》，引用只註頁碼），在筆者看

來，就這些問題給了一些闡釋和

佐證。

筆者打算從該書題目以及結構

入手，希望能夠超越該書的具體內

容，理解作者的內在思維。實際

上，該書收錄的文章在其他雜誌發

表過，但是在進行不同的組合後，

這些文章顯示了另外一種力量，體

現了秩序的另一種意蘊。當然，在

這ü，筆者只能展現該書的秩序內

涵；同時還想在一個宏觀的視野

下，審視秩序中的人與秩序的關

係。

現在就從蘇力在《閱》一書所展

現的三層秩序內涵說起，首先考察

的是蘇力的秩序視野及其相互關

係。在蘇力的秩序視野中，存在z

法治與法學兩大秩序，最突出地展

現於該書的結構上：第一編與第三

編主要論述法治秩序問題；第二編

則是討論別人著作中的法學研究進

路與方法（有批評，有反對，有些只

是「;述」出來讓讀者自行分辨）；

也就是說，這些文章是關於法學秩

序的解讀。第二編的四篇文章分別

表達了以下的思想內容：第一，認

為法學研究中法律文化研究類型學

有所不足，提出了要以一些更具彈

性的分析路徑作為替代；第二，闡

釋了法學研究的方法與素養的關

係；第三，法學研究的視野應該放

在「求諸野」之上，這ü的「野」或許

並不僅指農村；第四，福柯（Michel

Foucault）如何分析與「構建」刑罰的

歷史。

在法治秩序與法學秩序的關係

上，蘇力對法學秩序的關注放在與

法治秩序幾乎同等的地位上，為甚

麼呢？根據筆者的理解，或許他認

為這兩者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法

治秩序與法學秩序之間的關係，類

似於哲學上本體論與方法論的關

係。在某種意義上，方法論本身

就有可能成為本體論的一部分，

因為研究本體的方法與本體本身，

並非時時刻刻都涇渭分明。在一定

程度上，法學秩序是法治秩序的

重要組成部分，即在思考與反思法

學研究的過程中，造就了對法治

秩序思考的自覺，而且通過不斷

對方法論進行反思，將方法融入到

了法治秩序本身。在這一點上，中

國大陸法學界中這樣做的學者不是

很多，甚至可以說寥寥無幾；但是

蘇力的嘗試好像也沒有引起很大的

反響。

蘇力的這種努力，在《閱》一書

中表現為追求秩序的線索或歷程，

從而將法治秩序與法學秩序聯繫起

來。這一點，作者在該書最後部分

間接地表達出來，「書中的文章大

致地分作三編，標準是形式上的，

但不嚴格。『秩
•
序
•
的閱讀』中的文字

帶有隨筆、議論的性質；『閱
•
讀
•
的

秩序』收入了四篇書評；『閱
•
讀
•
與秩

序』是三篇較長的學術性論文。」

（跋，頁285）

第一編「秩
•
序
•
的閱讀」〔z重號

原書有，下同〕展現了蘇力對現實

秩序的樸素解讀。其樸素性，以註

釋少、篇幅短、思考的「隨意性」與

「瞬間性」為表現形式，當然這並不

意味z作者的解讀有欠深刻。如果

再具體到這些文章ü，可以發現，

在蘇力看來，在一定

程度上，法學秩序是

法治秩序的重要組成

部分，即在思考與反

思法學研究的過程

中，造就了對法治秩

序思考的自覺，通過

不斷對方法論進行反

思，將方法融入到法

治秩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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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從註釋等形式上看，只有〈制

度是如何形成的？——關於馬歇爾

訴麥迪遜案的故事〉一文的註釋最

多，達20多個（而在第三編最少也有

50多個），其他文章最多只有6個；

從其理論的主題看，主要是闡釋作

者原初的觀點和態度。筆者以下僅

以〈閱讀中國市場經濟中的秩序〉一

文為例做一闡釋。

在這篇文章ü，作者從語言秩

序聯想到市場經濟秩序，以前者能

否為讀者讀懂作標準，從而認為中

國市場經濟秩序是否有序，以人們

是否接受為標準；又以文章初稿需

要修改作比喻，從而認為中國市場

經濟秩序也是一種草稿，需要每一

個中國人參與修改，特別是知識份

子參與修改。最後，作為知識份

子，作者賦予自己一項任務——「閱

讀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

秩序，理解那些已經發生的或即將

發生的實際的制度變化」（頁12）。

這就是對秩序的最直觀表達。

在第二編「閱
•
讀
•
的秩序」中，〈法

律文化類型學研究的一個評析——

《法律的文化解釋》讀後〉是對梁治

平的《法律的文化解釋》的解讀，其

實涉及了梁治平的主要著作——或

許只有對其主要作品有大致的理

解，才能完成這樣的評價。該文主

要對梁治平法律文化研究範式的幾

次轉變（三種範式）以及轉變的原因

作了一個深刻的評析，他不僅僅看

到其優點，也看到不足，由此反思

自己的研究方式，提出要以一個具

有彈性的分析工具從事法學研究。

〈關於中國法律史研究——《美國學

者論中國法律傳統》讀後〉一文針對

法律史研究方法進行反思，認為法

學研究方法是與法學素養聯繫在

一起的，是在不斷思考的過程中

形成的。

第二編主要是對法學研究方法

的表達，屬於法學秩序的內容。蘇

力不僅吸收他人關於秩序的思想，

更善於內化別人的法學研究方法，

讓法學秩序成為了法治秩序的密切

組成部分。這就是借助別人的力量

武裝自己！

在第三編「閱讀與
•
秩序」中，收

有三篇長篇學術論文，是作者對法

治秩序經過理性、深刻的思考後形

成的表達，具有自己獨特的標記。

其中，〈現代化視野中的中國法治〉

一文體現了作者在該書首篇文章中

表明的學術研究立場，即閱讀中國

市場經濟中的秩序，理解制度的變

化（頁12）。此立場決定了此文的風

格，即沒有對中國的法治秩序提出

慷慨激昂的制度設計，而是秉持其

一貫在他人「借來的」法學研究進

路，主要是用社會學、經濟學的方

法與進路，分析了兩種「法治」秩序

各自的合理性，以及其轉變過程中

的一系列難題。在這篇文章中，我

們已經看不見純粹別人的經驗與

觀察。它不僅將作者自己初步的思

考，而且還將別人的全都融為一

體。

最後，我們需要分析蘇力視野

下的法治秩序的內涵。從上面的論

述中，我們可以從《閱》一書的結構

歸納出蘇力個人關於秩序內涵的三

個層次。第一，是自己直接對秩序

的觀察；第二，是通過理解他人對

秩序的看法並加以領悟；第三，是

蘇力認為中國市場經

濟秩序是一種草稿，

需要每一個中國人參

與修改，特別是知識

份子參與修改。他賦

予自己一項任務——

「閱讀當代中國市場經

濟發展過程中的秩

序，理解那些已經發

生的或即將發生的實

際的制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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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及新秩序的形成。這一過

程，我們還可以從同樣是北京大學

教授的陳瑞華的一段話中體會到，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我

們獲得知識的兩條必由之路。要做

出學術上的貢獻，我們一方面需要

博覽群書，站在本學科理論的最

前沿，另一方面還應對中國社會有

真切的了解，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論

回應」（陳瑞華：《法律人的思維方

式》〔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頁1）。簡言之，就是行路（肯定是先

行路，一個人不可能先讀書，這是

人的第二行為）→（不足而）讀書→

學術貢獻。

不過，這一秩序的三層內涵是

作者自己設下的，也是其獨特的標

記，即僅僅是閱讀秩序。換句話來

說，蘇力在展示閱讀中秩序的三層

內涵，並發現秩序中的章法結構。

然而，秩序的三個層次是否真的涇

渭分明？當一個學人再次將目光投

向其關注的秩序時，自己表達的秩

序第三層涵義又「退化」到第一層涵

義；其中的結論與思想已經成為一

個直接利用的工具，再以他人的思

想碰撞——無論是批評還是讚美他

人——注定又滑向新的關於秩序的

第二層涵義，最終又形成新的秩

序。這一歷史進程，展現了秩序由

簡單到複雜的螺旋循環！

如果我們放寬自己的視野，擴

展到將蘇力的社會秩序放在自然秩

序中考察，將出現另外一種景象：

如果我們將自然秩序包括地球、太

陽系（太陽佔據98%的質量）、銀河

系（太陽系屬於其中非常普通的一顆

恆星）以及宇宙，就可以發現，社會

秩序僅僅是人類的秩序，與地球自

然秩序相比較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

一環（在人類自己看來）。當人類登

上地球的舞台時，只是自然的一

環，只能適應自然秩序。不過，人

類自己的秩序出現了，並且與純粹

的自然秩序有差別。人類足V幾乎

遍布了整個地球，每到一處就建立

自己的社會秩序，自然秩序幾乎被

社會秩序「淹沒」！至此，人們得意

了，以為並相信自己能夠征服一切

地方並建立社會秩序。但是，自然

秩序從來就存在，而且決定z人們

的命運。

從上面的;述，筆者仍然發現

了（宏觀）秩序的三層涵義：適應自

然秩序—適應中對之的初識、夾雜

z自然秩序的社會秩序出現—再次

進入更大範圍的自然秩序。換句話

說，最初只有自然秩序，在人類社

會秩序建立後，自然秩序與社會秩

序的互動出現了前述社會秩序三層

涵義的互動。到今天，如果僅僅局

限於地球上，我們或許已經很難再

指認純粹的自然秩序，而只能看到

社會化了的自然秩序。

通過上面所有的分析，我們可

以這樣表達：在論及秩序，特別是

法律秩序時，我們總是忽略一個基

礎的、也是最明顯的事實，那就是

自然秩序的存在。如果我們把人類

的命運仍然由自然秩序掌控這個基

礎事實都忘了，就會變得狂妄、囂

張。在論及活在秩序中的人時，我

們總是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一切，

只要大令一揮，新秩序就形成了、

舊秩序就改變了！忘卻了秩序、制

蘇力不僅吸收他人關

於秩序的思想，更善

於內化別人的法學研

究方法，讓法學秩序

成為了法治秩序的密

切組成部分。這就是

借助別人的力量武裝

自己！



度的積累性，忘記了古人、其他人

對自己的制約，甚至是決定作用！

如果僅僅局限在蘇力視野的秩

序觀下，我們就無法感受到這種令

人震撼的力量。只有將所有因素放

在更為宏觀的視野下，那種效果就

非常明確地展示出來，讓我們深

思、反思！這樣，或許對本文開頭

所言的——這個世界是為有錢、有

權的人方便而設下秩序——會有更

深刻的理解！蘇力確立的具有三層

內涵的秩序觀以及在秩序中所秉持

的「川上曰」的態度（代序，頁2-4），

從上面可以窺探一二。

總而言之，通過閱讀《閱》一書，

筆者認為我們的確應該謙虛一些、

老實一點，至少應該從「閱讀秩序」開

始（蘇力的任務是閱讀秩序）。同時，

還要記住：我們僅僅在「川上曰」，

最多只能追求「川上曰」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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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金福 論香港報紙的「中國新聞」報

導──以2008年「兩會」報導為

案例

顧　倩 從格里菲斯《殘花淚》說起

沈仲亮 「真相」不止一種──與「左」、

「右」無涉的一種思考

陳　銳 1949年後的馬一浮與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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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玢璐 中國社會轉型期大眾傳媒對社

會性別觀念的建構和傳播——

影視劇中的性別;事分析

黃　化 《解放日報》經濟報導的立場與

疑問——以1947年1月《解放日

報》為例

畢新偉 繪製鄉土中國的全景圖——讀

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