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出現，不絕於耳，其中通過援引古

代「天下觀」來為今天中國崛起尋

找合法性根據的現象，成為中國大

陸相當有代表性的意識形態表徵之

一。 若以2005年趙汀陽《天下體

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為起始，

當代中國「天下主義」、「天下觀」

或「天下話語」的粉墨登場，至今

已有十五六年了1。2021年出版

的《大國的想望：天下主義、強國

主義及其他》（以下簡稱《大國的想

望》，引用只註頁碼），是台灣《思

想》雜誌近些年來所發表的與「天

下言說」有關文章之選萃。即如錢

永祥在序言〈恰如其分的憂思〉中

所說，本書「見證了海內外知識份

子對中國之當下以及未來的警惕與

關懷」（〈序〉，頁6），有助於我們在 

「天下言說」高歌猛進、大國崛起似

勢不可擋之際，對之再行集中審

視、冷靜思考。下文將主要分三部

分對《大國的想望》進行評介。首

先，分四個單元簡要介紹收入本書

中七篇文章的基本內容；其次，拓

展性地思考相關文章對當下中國大

夢回「天下」，抑或「走出 
中世紀」？
——評陳宜中編《大國的想望： 
天下主義、強國主義及其他》

●力　辛

陳宜中編：《大國的想望：天下

主義、強國主義及其他》（新北：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在新舊千年之交，隨着中國經

濟的迅速發展和國家實力的快速增

長，有關中國崛起的各類言說不斷

若以2005年趙汀陽	

《天下體系》為起始，

當代中國「天下主

義」、「天下觀」或「天

下話語」的粉墨登場，	

至今已有十五六年。

2021年出版的《大國

的想望》有助於我們

在「天下言說」高歌猛	

進、大國崛起似勢不

可擋之際，對之再行

集中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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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書評 陸「天下言說」所存在問題的揭示

和批判，以及對某些問題的遮蔽；

再次，結合所評介的幾篇主要文章

共有的「現代轉型」、「主體重建」

的視角，引入秦暉有關論述，以更

縱深地推進對本書所討論問題的 

認識。

一　集篇成著，互映互現

《大國的想望》共收入七篇文

章，根據各篇內容，或可把它們分

成四個單元。第一單元有一篇文

章，為著名日本思想史研究者子安

宣邦的〈重思「日本近代化」——於

明治維新一百五十年之際〉。作者

主要通過對自身有關明治維新以來

歷史的批判思考和再認識，一方面

揭示明治維新作為國家主義色彩強

烈的近代化變革，催生出天皇制集

權國家，並最終走向戰爭和災難；

另一方面更為直接地反省了各種

「作為方法的××」（江戶、中國或

韓國等）的思維所可能包含的自我

中心性或狹隘的民族主義性，從而

思考一種綜合、超越的批判性反思

的可能。用子安宣邦的表述：「可

以將21世紀的日本與中國以及韓

國都能一起批判性地重新審視的那

個真正作為外部他者的『亞洲』。」

（頁19）雖然此文並非針對當下大

陸的「天下言說」而作，但本書編

者將其收錄並放置於首篇，顯然是

想以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反省，引

導對當下中國現實的反思。正如

〈編者序〉所言：子宣安邦的反省

「讓我們警醒到，當今的中國也正

走在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道路上，

尤須以史為鑒」（頁7）。

第二單元為本書的主體部分，

由三篇大陸作者直接討論當今「天

下言說」的文章構成，分別為葛兆

光的〈對「天下」的想像：一個烏托

邦想像背後的政治、思想與學術〉

（以下簡稱〈烏托邦想像〉）、梁治

平的〈想像「天下」：當代中國的意

識形態建構〉（以下簡稱〈意識形態

建構〉）、葛兆光的〈異想天開：近

年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以

下簡稱〈異想天開〉）。三篇文章詳

細地分析了「天下主義」的中外思

想譜系、出現的社會語境，以及與

權力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無疑是

最切合《大國的想望》主題之作。

三篇文章雖各有側重，但合於一

集，從前面往後讀，似乎是在層層

推進地揭示當下大陸「天下話語」

的意識形態本質，給人以不約而接

力之感。

〈烏托邦想像〉從歷史與現實、

理論與實證、國內與國際之多個側

面，對當今「天下主義」的相關言

說進行了相當細緻的學術梳理。既

點出了「天下言說」中的帝國心態

與其所標榜的國際間各國不論大

小、一律平等之烏托邦想像的自相

矛盾；更通過對「天下言說」話語

譜系的知識考古，證明了以古託今

者援引中西理論之語境錯置的誤讀

和迷思；表達出對當今「天下言說」

由「學術烏托邦的想像」趨向「政治

實踐」的擔憂。

當今「天下言說」的核心觀點認 

為，古代中國是「一個萬邦協和」，

不分「內」／「外」、「我」／「你」，「所

有的人都被平等對待的世界」（頁

24）。而相關言說的代表人物趙汀

陽之所以重新闡釋古老的「天下」

概念，目的不僅在於要為正在快速

葛兆光、梁治平的三

篇文章詳細地分析了

「天下主義」的中外思

想譜系、出現的社會

語境，以及與權力意

識形態之間的關聯，

無疑是最切合《大國

的想望》主題之作，

層層推進地揭示當下

大陸「天下話語」的意	

識形態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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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回「天下」或	 143	

	「走出中世紀」	
崛起的中國提供合法性依據，同時

也為突破現有「民族國家體系」的

桎梏、「思考未來的世界治理」，去

「論證一個為了所有人並屬於所有

人的世界秩序」2，從而給世界帶

來真正的公正、平等與和平。葛兆

光則指出，這種說法嚴重缺乏歷史

根據，充其量只是一種美好的烏托

邦想像。有關古代中國「天下」理念

的討論並非新話題，日本、台灣、

大陸學者多有論述，但前人研究的

發現則與今天大陸「天下」持論者

不同，前人的研究都會強調一個關

鍵，即古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天下」

往往涉及「我」／「他」、「內」／「外」、

「華」／「夷」，也就是「中國」與「四

方」之二元差異（頁24-25）。「我」、

「內」（中國）、「華」是文明之天下中 

心，而「他」、「外」、「夷」則為野蠻 

之邊緣，尊卑差異、文明等級分明。 

古代儒家「天下」之論的關鍵往往不 

過是天下、四海共尊一人而已。而

中國由區域有限之國成為疆土廣袤

之「天下」，遠非其「德化廣被、四裔 

大同」之果，而實為東征西伐武力

征服之效。所以回看歷史，雖然現

代列強所主導的世界，往往以「叢

林規則」行事，以權力來決定世界

秩序和財富分配，但再觀由所謂的

「朝貢體系」或「天下體系」所主導的 

東亞歷史，又何嘗不也是如此？

所以，當今大陸「天下言說」

者所謂的古代中國之「天下」，是一

個沒有「內」和「外」、「我們」和「你

們」之分的人人「都被平等對待的

世界」等說辭，充其量只是非歷史

的「烏托邦」而已（頁37）。當然，這 

種「烏托邦」之出現，並非只是一些 

新儒家學者善良的冬烘之思。觀乎

近一二十年來大陸主流政治意識形

態的變遷，從「大國崛起」到「復興

之路」言說的推進，從「韜光養晦」

或「不爭論」策略的放棄到追求成為 

「世界大國」的「中國夢」渲染，再聯 

繫到軍方鷹派學者所提出的超限戰

法等，都清晰地見到當今「天下觀」

背後的「政治背景」（頁44）。

接下來葛兆光進一步分析了當

今「天下主義」者是如何錯位性地

援引上世紀90年代以來傳入中國

的西方各種「帝國」批判理論，以

作為現代文明「天下體系」的佐證；

他們又是如何通過想像的發揮，將

《春秋公羊傳》與董仲舒、何休到莊

存與、劉逢祿等傳統儒家有關「天

下」的一些理想型論述，一步一步

地詮釋為現代版的「天下主義」（頁

51-52）。讀罷葛文，深佩作者歷史

功底深厚、現實動態把握準確、思

想史分析謹嚴穿透。

如果說〈烏托邦想像〉一文重

點在揭示「天下主義」的烏托邦想

像的虛幻性、理論拼接和闡釋的錯

位性，那麼〈意識形態建構〉一文則 

更為詳細地梳理了當今「天下言說」

的流變與大陸國家意識形態的建構

兩者間的關聯。此文篇幅巨大，長

達108頁；僅是對「天下言說」相關

話語的直接梳理就佔了88頁。其

點評分析的相關中外專著，粗略統

計恐怕有三十幾部之多，還未算上

難以詳計的論文及其提到的文化 

事件。這無疑增強了梁治平文章本

身和本書有關「天下言說」之檔案

資料的權威性。不過，就對「天下

觀」的意識形態性的批判來說，〈意

識形態建構〉則遜色於〈異想天開〉

（下詳）。

2017年葛兆光在撰寫〈異想天

開〉之時，大陸形勢的發展已使他

趙汀陽之所以重新	

闡釋古老的「天下」概	

念，目的不僅在於要

為正在快速崛起的中

國提供合法性依據，

同時也為突破現有

「民族國家體系」的桎	

梏，給世界帶來真正	

的公正、平等與和平。	

葛兆光指出這種說法

充其量只是一種美好

的烏托邦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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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書評 難以再像兩年前發表〈烏托邦想像〉

那樣，把「天下體系」說當成是「學

者的想像」，而「無視它在論說者那

裏已然影響到實際的政治領域和制

度層面」（頁22）；也不想再用思想

史性質的上下求證，苦口婆心地勸

說大陸儒者放棄不切實際的「天下」

烏托邦幻想。發生於2014至2016年 

的三個「儒學」事件（頁186-87）3，

已經充分顯示出大陸儒學的咄咄 

逼人，以及同期國家領導人的三次

「宣儒」活動（頁219）4後大陸儒者

所表現出的「焦慮、興奮與緊張」，

乃至於蔣慶直接告白：一部中國政

治史與儒學史就是「政府和儒家利

用與反利用」之「曲折發展的歷史」

（頁223），可見他們大以為在中國

施行政治儒學、建立儒教之國的時

機已然到來，從而提倡中國重返傳

統時代的家庭、社會與國家，重新

回復舊時的結構、秩序和習俗， 

重建君主制、科舉制、書院制和宗

族家庭制，「讓中國變成一個政教

合一，官員、士紳、民眾在政治、

信仰、學術以及生活上絕對同一化

的國家」（頁210-15），並為世界重

定「天下」秩序。面對大陸儒者的

浪漫想像，葛兆光在文末提醒他們

不要忘記儒家「務正學以言，無曲

學以阿世」的批判傳統，不要忘了

古之國師儒者實際的可憐地位。只

是那些「越來越亢奮的大陸新儒家， 

在越來越膨脹的中國崛起時代」，

肯定是聽不進這樣的苦口良言了

（頁226-28）。

緊接〈異想天開〉的是兩篇與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相關的

文章，構成了本書的第三單元。熟

悉當今中國思想界動態者皆知，與

崛起中國之「天下言說」熱潮並列，

還有另一話題也曾熱絡一時，即有

關中國當下民族問題的學術討論 

與網絡言說，其實在相當程度上這

兩者本身就是相互交雜、互相纏繞

的5。出於不難理解的原因，葛、

梁二位並未真正觸及後者，而且在

「華夏」和「中國」的一體性上，他

們似乎與其所分析或批判的對象 

並無明顯的區分——至少是在這

些概念指稱所謂「漢族中國」時。

而被大陸學者所迴避的交錯與纏

繞，則直接體現在以安德森為主題

的兩篇文章中，分別是王超華、沈

松橋的〈民族主義的趨勢與隱憂：

本尼迪克．安德森答問錄〉（以下

簡稱〈答問錄〉）以及王超華的〈探

索現代政治情感世界：紀念本尼迪

克．安德森〉，其中尤以〈答問錄〉

為著。顯然，本書編者輯入這兩篇

文章的主要目的是想提醒國內的

「左派」，應該像安德森那樣，超越

狹隘的華夏民族主義，作出更多對

權力的批判，對他者、弱小民族的

同情。

採訪者問安德森怎樣看待中國

學者有關「天下觀」的言說，他直

斥為「自我陶醉的廢話」，「如果中

國知識份子和高層官員真的認為中

國並不是一個國族國家，那他們就

應該立即退出聯合國。那樣一來，

中國就真的很獨特了」；認為「我

們」是文明的，而別人是「化外或

野蠻」者，「是一種典型的種族主義

和帝國主義的表達方式」。如果說

這就是那些知識份子所思，那麼他

們是否應該考慮一下，從1850到

2000年「究竟有多少百萬中國人」死 

於「其他中國人手下」（頁235-36）？

就此，安德森還專門討論了台灣、

西藏、新疆問題，認為「大國崛起」、 

與崛起中國之「天下

言說」熱潮並列，還

有另一話題也曾熱絡

一時，即有關中國當

下民族問題的學術討

論與網絡言說，其實

在相當程度上這兩者

本身就是相互交雜、

互相纏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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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回「天下」或	 145	

	「走出中世紀」	
「天下主義」等言說之所以在當下流

行，並非單純的理論思考或願景想

像，而是與中國對台灣、西藏、新

疆等邊緣或少數族裔地區的現實作

為有直接的關係。不僅如此，就連

周邊的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

賓、越南等國家，也強烈地感受到

來自中國崛起的壓力。

此外，安德森還談及馬來西亞

近幾十年來國內多民族關係的情

況，比如馬來華人文化的保留和持

之以恆的實踐，以及華人文化被馬

來西亞政府靈活地挪用；再如泰國

華人多地域認同而少中國或中華認

同的情況。這一點也是2014年安

德森到訪北京清華大學時重點討論

的問題之一。當時筆者對此並無特

別的感受，但讀了本書中安德森的

相關文字，忽然明白：當年安德森

談及同樣的問題，恐怕並非想討論

「民族主義研究中的新困惑」6，而

是想告訴我們這些「懵懂」的中國

人7，所謂歷史悠久、一以貫之的

整體性的中國、中華，可能根本就

是神話。

本書最後一篇文章是法國華裔

學者張倫的〈現代主體的再生：改

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

審視視角〉（以下簡稱〈現代主體的

再生〉），可視為最後一個單元，其

直接的主題是通過「現代主體的再

生」之視角，分析上世紀80年代以

來中國的社會變遷，從而探討如何

使中國從長久的專制主義傳統中擺

脫出來，走向真正的現代國家的路

徑。如果說前三個單元的文章重在

分析當今「天下主義」是甚麼、存

在甚麼問題，那麼此文可視為是在

思考解決問題的路徑或批判性超越

之路（下詳）。

二　呈現與遮蔽，啟發 
與商榷　　　

葛兆光、梁治平兩人對「天下

言說」的分析，都回顧了近三四十

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以揭示傳統

的「天下觀」重新出場的當代原因，

但文章卻可能由於迴避敏感性，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對歷史的改寫與遮

蔽。例如，〈意識形態建構〉一文對

「天下主義話語」之流變與大陸「官

方意識形態」共時性關係的梳理，

可謂敍述詳盡而全面，的確非常有

助於我們了解這段歷史。但文章之

梳理起始於蔣慶1995年的《公羊學

引論》，跳過了之前四五年一段不

算長卻相當重要的「前史」。

早在198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

結束後不久，大陸儒學就開始重

起，但一直處於邊緣而少被人知，

八九風波突然中斷了啟蒙主義大

潮，造成了某種短暫的意識形態

「真空」，這既為儒學走向前台提供

了機遇，也對處於困境中的體制意

識形態的「文化轉型」提出了要求：

1990年領導幹部學哲學運動和徽班

進京二百周年紀念活動幾乎同時進

行，同年張頤武對後殖民「東方主

義」學說的中國式改造工程開始；

然後是陳來〈貞下起元〉（1992）的

問世，宣告大陸儒學走上前場；接

着是蔣慶《公羊學引論》（1995）的

出版、王小東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思

潮開始走紅8，「中國可以說不」系

列（1996）接連問世與暢銷；最後

才是趙汀陽「天下體系」的重述、

《大國崛起》紀錄片（2006）的盛大

出場。這一系列現象或思潮的先後

出現，說明儒學復興、體制意識形

態轉型其實是一體兩面的歷史，並

葛兆光、梁治平對「天	

下言說」的分析，都回	

顧了近三四十年來中

國社會的變化，以揭

示傳統的「天下觀」重	

新出場的當代原因，

但文章卻可能由於迴

避敏感性，一定程度

上造成了對歷史的改

寫與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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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書評 非如〈意識形態建構〉所述，先有

思想史性質的儒學復興，然後才被

有心人將其與體制意識形態的轉型

嫁接在一起。這樣的歷史敍事，可

能既錯位了實際的歷史演變，也多

少遮蔽了儒學復興、民族主義思潮

的濫觴以及體制意識形態轉型之間

的密切關係；遮蔽了它們共享八九

風波、新啟蒙主義斷裂之歷史前提

的實質。

再來看安德森的相關論述。在

那篇隔洋而做的〈答問錄〉中，安德 

森不僅告訴我們，「所有的帝國最終 

都會垮台，而國族卻不會」（頁234）， 

而且更為直截了當地涉及到台海危

機和西藏、新疆問題。他認為所謂

西藏、新疆問題，並非因為「發展」

水平不足，而是「內部殖民」所致。

具體而言，就是1950年代以後大

規模的漢族移民湧入及其對當地人

的鄙視（頁239）。在他看來，學習

前蘇聯民族政策不是中國當下遭遇

民族問題的惡因；相反，恐怕中國

應該向前蘇聯學習，實行更為徹底

的「聯邦制」；或者像現在的馬來西

亞、印尼那樣，更為寬容地對待少

數民族風俗與文化（雖然安德森並

沒有直接這樣說，但從其前後文看

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樣的表

述的確鮮明而尖銳，但若側重學理

邏輯分析，並以全體中國人民共同

福祉之目標為基礎，那麼安德森的

相關論述並非不可商榷。

就說西藏、新疆問題吧。如果

認為經濟得到充分發展，就不會有

民族矛盾或可以隨之化解，那若不

是迴避矛盾，就至少是一廂情願；

將西藏、新疆問題歸為「錯誤」學

習前蘇聯經驗，基本是信口開河。

安德森這兩點的批評都是有道理

的，但他之所言好像包含着這樣的

意思：如果沒有大規模移民，就不

會有西藏、新疆的衝突，而且衝突

之爆發與發展關係不大。這恐怕在

事實和學理上都難以周延。

以新疆言，它現在的人口比例

是維吾爾族和漢族各佔大約百分 

之四十左右，而在1949年，漢族只

佔當地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但 

是1949年之前新疆就發生過兩次

「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而在更早

的二十世紀初，新疆也出現了整 

個中亞地區普遍發生的扎吉德

（Jadid）運動。此既是傳統伊斯蘭

烏瑪（Ummah）社會向現代社會轉

型的新式教育運動，也是現代民族

主義在新疆和中亞滋生、中亞諸國

現代民族國家誕生的重要前史9。

也就是說，在漢人未大量湧入新疆

之前，民族主義分離運動已然發

生，而且即便假定1949年之前的

獨立分離運動在新疆取得成功，那

麼在今天新疆的地理範圍中，演變

出其他更多的民族國家，產生更多

非維漢衝突性質的民族衝突也並非

不可能。再以2009年新疆發生的

系列相關事件為例，主要參與者並

非來自北疆的維吾爾人，而是來自

南疆者，而北疆的漢族佔比要遠高

於南疆地區，這也是無法用移民人

數多寡加以解釋的。而且並非無關

的是，北疆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恰

恰高於南疆。

筆者深知，自己此處的商榷也

頗多迴避，之所以仍然言之，實在

是想說明，發展並不能解決一切問

題，移民也並非一定就是民族主義

或分離主義的主因。或許當下最 

可取的態度是，中華各族群、各利

益方都更加客觀理性地去看待問

儒學復興、體制意識

形態轉型其實是一體

兩面的歷史，並非如

梁治平所述，先有思	

想史性質的儒學復

興，然後才被有心人

將其與體制意識形態

的轉型嫁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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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中世紀」	
題，彼此相互諒解、理解，求同存

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樣

才有可能真正找到化解矛盾、衝突

之道。

三　現代轉型，主體重 
　　建，走出「中世紀」

前述葛兆光、梁治平、張倫的

幾篇文章，討論雖各有側重，但卻

共享着一些學界所普遍持有的相同

或近似的理論前提。比如，他們都

把當今的「天下言說」及中國當下

所面臨的問題，放置在百年中國乃

至於更長時期的中國轉型的歷史框

架下來加以闡釋；認為近代中國經

歷了兩次轉型：第一次轉型是始於

晚清的由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轉

型，第二次轉型是從上世紀80、 

90年代開始的「後共產主義轉型」；

現代轉型又與身份認同或主體的建

構相關聯；而且都認為傳統中國是

一個以家庭為本位之家國一體的國

家，等等。不過，在這些共同的基

本前提下，又存在不同的解釋。比

較梁治平與張倫的文章，就頗能說

明這一點。

直接看去，梁治平的〈意識形

態建構〉和張倫的〈現代主體的再

生〉的主題共涉「重建主體」或者「主

體的重建」，它們都將主體的重建

放置在百年中國的「兩次」或「雙重」

轉型的框架內加以認識（頁300-

302）bk，但兩者意旨差異甚大。梁

治平所關心的是：自晚清起，中國

開始從傳統家國一體的天下中國向

現代民族國家轉型，努力建構自己

的「現代性」品格；而1990年代中

期以來儒學的復興以及中共意識形

態的轉型，則是在新的「重要的歷

史時刻，重返歷史、接續傳統以尋

回自我」，「重新認識中國，確立新

的主體意識」（頁183）。

但是，張倫所討論的並非作 

為「國家」、「民族」、「儒學」、「體

制意識形態」這類「整體性」或「集

體性」的主體轉型或重構，而是有

感於當下以「人民主體」為旗號的

「極權主義話語與實踐的危險回歸」

（頁316），因而以更接近1980年代

「個體解放」的「現代主體的再生」之 

視角，重新審視改革開放以來的中

國社會，從而將中國農村、市場體

制、單位制度、人的情感、身體空

間、女權話語、自我意識、公民意

識等各方面所發生的變革和所取 

得的進步，都歸結為社會不同領域

的主體性的再生或拓展。之所以用

「主體」而非「個體」，張倫有其哲

學性的解釋（頁288），但筆者以為

其實質邏輯或許是：1980年代的

「個體解放」之旗幟，的確帶有過於

集中於「個人（體）」一極的弊端，

而時下「左派」則又往往割裂性地

誇大並進而質疑1980年代的「思想

解放」與「改革開放」，為過往的時

代招魂。而現在重新引入「主體」，

根本目的就不在於重新審視過往改

革開放的歷史，而是將「人」的覺醒 

和解放與「社會重建」聯繫在一起思 

考。由此，張倫不僅將「主體的奮

鬥與中國的未來」聯繫起來，更希

望具體落實於「維權運動、憲政與

文化再造」之向度（頁313）。而這其 

中又隱含着既以「保守」自由主義為 

基本思想資源、又肯定「積極」自由 

主義重要性的意涵bl。

討論至此，或許有必要引入秦

暉的相關討論。秦暉思想史觀的核

梁治平和張倫兩文的	

主題共涉「重建主體」

或者「主體的重建」，

它們都將主體的重

建放置在百年中國	

的「兩次」或「雙重」轉	

型的框架內加以認

識，但兩者意旨差異

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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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書評 心，於人類言，即馬克思所謂的

「走出中世紀」；而具體於中國，則

是「走出秦制」。秦暉認為，所謂以

大家族為核心的家國一體的傳統中

國其實並不存在，自秦起，以法家

思想立國，摧毀了「周制」：一方面

把人從封建血緣制小共同體社會中

釋放了出來，另一方面又建立起朝

廷（或國家）高度壟斷的體制。「秦

制」以皇權為核心，皇帝之下所有

人的社會地位雖高低不同，但實質

都從屬於皇帝，皇帝、朝廷既有權

控制每個人，也有權處理分配土地

等社會所有資源或財富。這樣，擺

脫了周制「小共同體」束縛的人，

卻被歸於朝廷、國家「大共同體」

中。秦雖轉瞬而亡，但秦制卻被後

世繼承。

歷代朝廷一直都在打壓、摧毀

家庭村社共同體，隋唐五代後，地

方的豪門、大家族幾被摧毀殆盡，

只是到了元末明初，較具規模的家

族小共同體才開始在江浙一帶部分

地區重現。而西方資本主義、現代

文明的進入，不僅沒有造成血緣家

族共同體更徹底的瓦解；相反，所

謂「血緣家族」村社制卻在資本主

義最早發達的東南沿海、珠三角一

帶得到了長足發展。其重要原因在

於，西方勢力的進入和資本主義的

推進，削弱了朝廷、國家的權力，

使得那些地方的人們獲得了更多機

會，以血緣宗族為（名義）紐帶，

結成更具自主獨立性的小共同體社

會以與國家相博弈。

與民間社會的重建一致，以郭

嵩燾、譚嗣同等為代表的晚清最早

一批啟蒙思想家，也受西方憲政制

度啟發而主張推倒「秦制」，恢復

「三代」。但後來因受到日本明治— 

昭和之主流軍國主義性的維新思 

想的影響，第一代啟蒙者的思想被

反轉；而五四新文化運動雖力倡自

由、民主，卻誤將家庭視為萬惡之

源，反了「儒表」卻放過了「法裏」，

再加之後來蘇俄的影響，致使千年

秦制、皇權又以「國家」、「人民」、

「階級」等名義而延續，從家庭中解

放出來的個人，又被國家、集體、

單位所收編。因此，對於當下中國

來說，變革的關鍵就在於破除過往

歷史認知的誤導，既努力爭取個人

自由解放，又必須着眼於多樣性共

同體的建設（即民間社會之建設），

並輔以憲政、民主制度的保障。只

有這樣，中國才可能徹底解構秦

制，「走出中世紀」bm。

秦暉之說自是一家之言，但與

晚清「古儒」相較，當下大陸「新儒」

恐怕的確「不要說『新』，連『儒學』

本身都要淹沒在法道互補的歷史污

水中而『儒將不儒』了」bn。

四　結語

《大國的想望》所論主題出自

大陸，主要作者也為大陸學者，但

文章卻刊於台灣《思想》雜誌，最

後成書出版於台灣。這並非偶然，

應該將其置於大陸、台灣、香港兩

岸三地知識界互動合作實踐之接

續：即借助於台灣、香港之空間便

利——「天下」本意所該有的多樣、 

彈性的地理—文化空間之便利—— 

為中國文化的建設、為中國的未

來，而抱薪，而堅守。然而，在這

大國崛起、「天下話語」高聲喧嘩之

際回看歷史，與其說多的是欣慰，

不如說更感逼仄、困窘。看世界，

五四新文化運動雖	

力倡自由、民主，卻

誤將家庭視為萬惡	

之源，再加之後來蘇

俄的影響，致使千年

秦制、皇權又以「國	

家」、「人民」、「階級」	

等名義而延續，從家	

庭中解放出來的個人，	

又被國家、集體、單

位所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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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中世紀」	
現代性的弊病日益明顯，民主、自

由制度臨更大挑戰；觀中國，兩岸

三地形勢更為嚴峻、局促、內捲：

戰爭陰影日益逼近，民粹、民族主

義喧囂日漸高漲，陸港政治愈收愈

緊，甚至台獨「綠色專制」之色彩也 

愈益濃厚。此時讀《大國的想望》，

深感於它為中國文化的存續、為中

國的未來，堅持獨立批判理性關懷

之不易、之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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