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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上） 

—
 

 

   

 

 
（一）我眼中的李零 

李零先生是三古學家﹐用學富五車﹑蘊藉深厚﹑研精慮深﹑

苦心孤詣﹑融會古今﹑通貫中西﹐概言其專業水平﹐絕非溢美之

辭﹐一點兒也不為過。近年﹐我不止一次聽人講起﹐三四十歲的

李零居然被許多讀者誤認為是個白鬍子老頭兒。他的十幾本專著﹐

學術界公認為當屬開創性的權威之作。這幾年李零筆耕不輟﹐創

作頗豐﹐《花間一壺酒》﹑《兵以詐立 — 我讀〈孫子〉》及《我



讀〈論語〉喪家狗》﹐一年一本﹐榮居非小說暢銷書之榜首﹔加

上再版的雜文《放虎歸山》﹐普遍引起學界圈內外人們的高度重

視。真不知多少人讀了他的書﹐似大夢初醒﹐“知迷途之未遠”﹐

走出了思維的怪圈。他前不久出版的《去聖乃得真孔子》﹑《老

子天下第一 — 人往低處走》﹐會讓我們心中一明﹐眼前一亮﹐

在文化歷史觀上﹐為我們開啟嶄新的視野。 
這裡﹐我想介紹給大家的李零﹐不是專家學者的李零﹐而是一

個善於將生活史的小道理引申溝通於歷史的淵藪﹐將古今中外講成

一個大道理的智者﹑識者。他將死人的歷史昇華為活人的生活史。

李零的大歷史觀明察古今中外﹐透視宇內六合﹐探究天人之際﹐乃

至物種萬生﹔但又絕非在淺薄地比附古今﹐絕非是那種講古論今﹐

重教訓﹐明道德﹐辨忠奸﹐識賢愚的通俗史觀。“把歷史當活人的

歷史來研究﹐並把生活中的事當學問來琢磨。”李零在專業領域裡

是把現代問題拉到古代去談﹐那麼他的雜文就是把很多古代問題拉

到現代來討論。生活是活人的歷史﹐歷史是死人的歷史﹐李零是專

業研究歷史﹐業餘研究現在﹐強調人類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要“自

其不變而觀之”﹐找到亙古不變的興奮點﹐相通處。寫出這樣的李

零很難﹐難也要寫﹐因為李零現象已不屬於他自己﹐他的話語對解

構我們的文化歷史觀﹐太重要﹐太有意義了。 
我瞭解他﹐他最怕有人為他寫一本傳記﹐或歌功頌德﹐或罵

個臭死。所以很簡單﹐這章的開始﹐首先是李零談李零。 

你很難將李零歸類﹐李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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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不扎堆結夥。“儒”這林子大了﹐古木參天﹐遮天蔽日。林子大﹐

樹種繁多﹔林子深﹐甚麼鳥沒有﹗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鳥有鳥語﹐

人有人言﹐許多學者之間也有切口和暗號。但就是在眾口一詞﹐萬

眾一心之時﹐李零也總有自己的說法﹕

 
溯源求本﹐我們探討李零大歷史觀形成的緣由﹐有必要回顧

他的家庭 — 潛移默化影響他成長的環境﹔回顧他青少年時代所

經歷過的風風雨雨 — 促使他特立獨行的心路歷程。 

1

 

李零是 1948 年生人﹐舊社會裡呆過一年﹐紅旗下的蛋。崔健

有首歌﹐《紅旗下的蛋》。什麼叫“紅旗下的蛋”﹖就是我們這

一代人（作者也是一鼠輩）﹐生在舊社會﹐但只有一年﹐長在新

社會﹐就是冷戰下的蛋﹐冷戰的格局是我們成長的大環境。毛主

席他老人家有句名言﹐中國就是個聯合國﹐窮人也要有條打狗棍。

                                     
1 李零﹕〈關於《花間一壺酒》的訪談〉﹐《放虎歸山》﹐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179~1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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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被人家圍困﹐掐著脖子﹐常餓肚子﹐遠處有美帝﹐近處有蘇

修。這種環境﹐別提什麼改革開放﹐能夠有條件改革開放﹐那是

後來鬥出來的結果。可是我們小時候﹐找不著被圍的滋味兒 — 外
面有解放軍叔叔把門﹐裡面有警察叔叔抓特務﹐心裡特踏實。 

李零爸爸李逸三﹐先入國民黨﹐後入共產黨﹐是個老派的革

命家。20 世紀 20 年代以來的所有革命戰爭他都參加過。我從小就

認識李零爸爸﹐經常泡在他家。……他老人家有時也會到我家來

找李零﹐倘若是看開的燈多了﹐就會隨手關上。即便成年以後﹐

我都老大不小了﹐他到我家﹐看我開著燈看電視﹐還會在關燈的

同時告誡我﹐看電視就不要開燈。小時候﹐我的疑問是﹐這樣一

位靜若止水的老者﹐竟是洪湖蘇區的創始人之一﹐廣州起義的參

與者﹐黃埔軍校的畢業生﹖﹗他在人民大學﹐資格最老﹐保護老

師學生最多﹐但似乎官越做越小。文革後我才知道﹐那是康生搗

的亂﹐在李伯伯的檔案裡搞鬼。 
我從小學三年級到中學這一段﹐和李零同一學校。李零的老家是

山西武鄉縣北良侯村。這個村子很古老﹐不是李零吹牛﹐有 1500 年

的歷史﹐它的前身是北朝一個名叫梁侯寺的古廟。我隨李零去過北良

侯村﹐確實古老﹐元代的古廟﹐北魏的石佛﹐四季汨汨噴湧的泉水。 
李零是在北京長大的﹐幼兒園﹑小學﹑中學﹐初中﹑高中上的都

是“人大附”。人大附中﹐現在是赫赫有名。但我們上學那陣兒﹐在

海澱區它比不上清華附中﹑一 O 一和北大附中。“文化革命”﹐它

以打手多而出名﹐打老師﹐打流氓﹐抵抗“三司”的圍剿﹐特別能打﹐

打人打得特別兇。我記憶中﹐當年老師的“紅人”打老師更兇。 
文革初﹐有一次﹐李零的班主任劉蔭基到我們屋幹活﹐當時他

已挨鬥﹔剛進門就遇到李零﹐只見他眼露驚恐﹐以為又要飽嚐老拳﹐

準備著抱頭鼠竄。但李零絕不會幹那種卑鄙齷齪之事。要知﹐文革

之前﹐李零在班裡﹐總被劉擠兌﹐連氣帶嚇﹐晚上常作惡夢。李零

自己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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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文革”初期﹐我和李零有一種從來未有過的解放感﹑

自由心態﹐但好夢不長。一天﹐我到李零家﹐中關村中國科學院十號

樓。我們東拉西扯地聊天﹐李零看上去心情特美﹐他與我聊毛澤東與

王海容﹑毛遠新的談話﹐這些談話曾在幹部子弟中廣泛流傳﹐我們是

1964 年就看過毛的談話。李零說﹐現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串

聯實現了﹐教育制度將徹底改革﹐獨立思考﹐自由精神﹐健康體魄

的學生中心論將代替已成為歷史的師道尊嚴﹐惟學校之命是瞻的教

師中心論。恰同學少年﹐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

日子指日可待。從毛澤東的《體育之研究》到蘇聯教育體制的弊

端……聊興正濃﹐突然﹐樓下有幾輛車開進中科院專家公寓區﹐一

片打倒李逸三的口號聲。我和李零馬上走向涼臺﹐一輛卡車上﹐李

伯伯帶著尖頂高帽﹐彎腰﹑掛牌﹑噴氣式。我們驚呆了﹐倆人一句話

沒說。真是反諷﹐和尚打傘的自由﹐無法無天的造反有理﹐讓我再思

考﹐“好得很”﹑“糟得很”怎麼用到我從小敬仰﹐為革命出生入死

不是一次﹑兩次的老革命身上﹖不久﹐我父母也落入同樣境地。 
現在的“文革”史﹐“紅衛兵”這個詞被泛化﹐和我知道的不

一樣﹐簡直是亂用。其實﹐北京的中學生至少有三派﹐“紅衛兵”

只是其中一派。我們不是“紅衛兵”﹐也不是“四三派”和“四四

派”﹐什麼都不是﹐只是個前幹部子弟。我和李零只參加過兩件事﹐

一是反對聯動﹐二是到大別山辦學﹐實現我們的烏托邦（這兩件事﹐

我是參與者﹐陳曉農的《陳伯達傳》也提到這兩件事）。 
在“三司”報上寫文章批評譚立夫﹐在清華大禮堂激譚立夫

的文章﹐出頭的是我﹐但提供炮彈的是李零和陳曉農。我在清華

大禮堂與卜大華等激辯﹐李零對馬恩列斯毛魯論述爛熟於胸﹐耳

熟能詳。我這人別無長物﹐特點是膽兒大﹐人越多越興奮﹐舌如

利刃﹐口似懸河﹐滔滔不絕。而李零膽小﹐他和曉農不斷將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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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子遞給我﹐似炮彈﹐招招能中對方七寸。但李零嘴哆嗦﹐手

微顫﹐一激動就“圪扇”﹐這是他家的祖傳。這次講演我們大獲

全勝﹐不打不相識。後來﹐清華附中駱小海等都成為我們的朋友。 
第二件事是到湖北紅安縣辦學。李零說北京是草菅人命﹐諂上

欺下﹐趁火打劫瞎搗騰的是非之地﹐最好的“造反”是躲避。“鬥﹑

批﹑改”我們參與“改”。按照毛主席辦學思想﹐“少數在平原﹐

多數在山區”﹐“半工半讀”﹐“學工﹑學農﹑學軍”﹐李零想在

大別山區﹐當年的紅色根據地﹐辦一所“半工半讀毛澤東思想講習

所”。通過雍文濤（北京市副書記﹐我父母的朋友）的介紹﹐我們

找到了湖北省委的許道奇書記﹐他親自寫信給紅安縣書記漆風英﹐

我們和李零開始在紅安的大別山區選址。可想而知﹐這學是辦不成

的﹐“一月風暴”一來﹐全成了春秋大夢。李零說﹕ 
1966 8 196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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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能代表我﹐雖然我當時讀書不求甚解﹐但在泥屋油燈下﹐

雪夜無人讀禁書的感覺﹐真是天下第一快事﹐現在是找不到了。

那裡﹐讀書的最大特點是沒有任何功利色彩﹐想讀就讀﹐一晚上

下來﹐鼻孔裡能掏出黑色的油泥。2  

我和陳曉農 1965 年到臨河插隊﹐1966 年 7 月李零和王延平文

革初來看我和曉農﹐我們一塊回北京。1968 年李零﹑王志敏﹑肖

漫子﹑丁曉林﹐鬼使神差也到臨河插隊。李零回憶﹕ 

釺

                                     
2 陽敏﹕〈對話張木生﹕尋找我們的“達芬奇時代”〉﹐張木生﹕《超越左右說實

話 — 財稅體制與政府行為》﹐香港大風出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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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我與李零接受書記處農研室“農村雇工調查課

題”。調查之餘﹐我們一塊去了一趟北良侯村。在太行山深處﹐

漳河之濱﹐有一個只有中國才會百倍珍視的 — 李零老家。這村

子相當古老﹐卻風水甚好。早起﹐我們在一處高地的元代古廟邊﹐

刷牙洗臉﹐因為這裡有一眼噴湧不絕的清泉﹐清泉從一個石雕的

螭口滴流﹐無論春夏秋冬﹐年年月月﹐噴湧不斷﹐總有千年﹐泉

水瀉成一片大湖﹐湖中有魚有鱉﹐李零插隊時常在此游泳。武鄉

多溝壑﹐深溝邊較高處長滿了桃﹑李﹑杏﹑蘋果﹐我印象中核桃

樹是最多的。古廟雖已殘破﹐但五彩的琉璃屋脊﹐飛簷上的彩陶

仍很漂亮。村裡還有一座兩人多高﹐造型優美的北齊佛像。李零

早期的考古工作可追溯在老家插隊時﹐為保護文物﹐李零在為石

像搭建保護建築時﹐從廢墟中挖出過一古碑﹐得知這一古寺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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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梁侯寺”﹐這才明白﹐為什麼這個村子叫“北良侯村”。 
李零在老家﹐看來人緣不錯。雖然老爹成了“黑幫”﹐老鄉照樣

誇他們家風水好﹐有福氣。農村各家的家長﹐人人手中都有一枚李零

雕刻的印章﹐公社時期﹐隊裡發東西﹐都需要蓋印章。他在老家當民

辦教師﹐沒受什麼歧視。1974 年﹐李零回京探親﹐當時招工﹐我到

了呼和浩特。我對李零說﹐大家都在找工作﹐找老婆﹐你呢﹖李零坦

然回答﹐老婆不足慮﹐飯碗慢慢謀﹐回答得很有底氣。不久他就憑他

的《孫子兵法》研究﹐在劉仰橋﹑夏鼐等人幫助下﹐進入考古所。 
李零父親李逸三我很熟悉﹐老人溫文爾雅﹐說話綿軟如水﹐哪

裡像小說中的造反英雄（有專寫李零爸爸的小說《少年先鋒》）﹐

平時逆來順受﹐與世無爭﹐少言寡語﹐但最見不得別人挨整。人大

兼北大副校長鄒魯風﹐信陽調查講了實話﹐被整死。參與調查的張

騰霄（後任人大黨委書記）思想負擔很重﹐李零爸爸告訴他﹐你的

問題“拿起千斤﹐放下四兩﹐時間會解決一切”。為許多“右派”

平反﹐他四處奔走疾呼。有些領導勸他“稍安勿躁等等看”﹐他會

氣憤地對頂頭上司說﹕“你到監獄蹲幾年等等看。”李零父親一輩

子不懂人情世故﹐“文革”結束兩年之後﹐重新工作﹐有了專車接

送。他卻對單位車管人員提要求﹐我們幾位領導住得很近﹐不要浪

費﹐一輛車順便把我們幾位都帶上了﹐搞得別人好不高興。但老家

來鄉親﹐他一定會熱情招待。李逸三伯伯的習慣﹐水電一定要點滴

節約﹐最恨浪費﹐暴殄天物。以至進入紅塵滾滾商品大潮的時代﹐

他每次到我家找李零﹐總要檢查是不是燈開多了﹐水龍頭為什麼在

滴水﹐告訴我廁所的手紙不要一卷一卷地用﹐要用剪刀裁成小塊﹐

屁眼只有那麼一點點嘛。但對老家的捐資助學卻很大方。 
他是第一代的革命家。他的官雖做得不大﹐但經歷卻是典型的

第一代革命家的經歷﹐細細品味﹐充滿中國近代的特色和哲理。他

在太原師範讀書時﹐就領導學運﹐後被開除。參加過早期“左派”

團體﹐帶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狂飆社﹐進過黃埔軍校﹐先入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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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入共產黨。“四一二”之後﹐參加軍官教導團﹐弛援南昌。南昌

起義後﹐又南下參加廣州起義﹐結果在激戰中負傷﹐子彈從鬢間射

入﹐從鼻樑頂角﹑兩眉之間穿出。他是洪湖蘇區的創始人之一﹐洪

湖肅反﹐他和許光達到上海向中央彙報﹐成為倖存者。太嶽根據地

整風﹐他又差點被槍斃。他兩次被抓進國民黨監獄﹐一共六年。“文

革”中遭關押和批鬥﹐他能躲著造反派踢踺健身﹐結果被抓了個現

行。他打了一輩子仗卻厭惡戰爭﹐做了一輩子官卻膩味做官。青年

時﹐看似暴戾恣睢﹐衝衝殺殺﹐桀驁不馴﹐那是被戰爭與革命逼出

來的。我看到的是別樣的李零爸爸﹐當他 80 歲之後﹐一張月票﹐

風風火火﹐跑上跑下﹐辦起培黎等兩所大學﹐分文不取﹐被國務院

授予“老有所為獎”。這樣的好人沒有受到黨和政府的重用﹐這不

是李逸三的不幸﹐而是共產黨的不幸。我從心眼裡敬佩他。 
老人老年有一句話最讓我震動﹐他說他和國民黨鬥了一輩子﹐

說實話當年的國民黨很腐敗﹐但現在的共產黨﹐相當一部分人比

當年的國民黨更腐敗。國民黨面對的是連年不斷內戰﹐有最大最

廉潔的共產黨死死盯著﹐國家又窮可想而知﹐不像今天財富又多﹐

相當一部分當官的奔得這樣歡。李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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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自己認為﹕
3

 

李零有兩種文章不愛讀也不愛寫﹕

 
李零讀書與寫雜文態度一以貫之﹕

                                     
3 李零﹕《花間一壺酒》〈自序〉﹐同心出版社 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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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說過﹐李零幹什麼像什麼﹐特講基本功。李零先生無心作

詩人﹐但偶有所作﹐至臻完美﹐觸角犀利﹐針砭時弊﹐肝膽照人﹐

而且平仄對仗﹐在初三到高一就運用嫺熟﹐最動人的是靈動幽默。

現在他還不打算拿出﹐但文革中我讀他的小詩卻明白許多大道理。 
李零先生曾有心作畫家﹐初中時他的山水魚蟲自成風格﹐為

畫好水墨烏龜﹐他養龜﹑視龜﹑畫龜﹐所畫烏龜形態各異﹐樸質

而不拘攣﹐灑脫而有法度﹐各種動態的龜總畫得幾千隻。治印是

齊白石﹑吳昌碩風格﹐書法行草隸篆無一不精。記得初三時我們

一同遊頤和園﹐一堆人在銅牛邊猜上面的篆書﹐只有李零一口氣

讀下來﹐並為大人們解釋﹐大家驚嘆不已。 

                                     
4 李零﹕〈關於《花間一壺酒》的訪談〉﹑〈生活中的歷史〉﹑〈說話要說大實話〉﹐

《放虎歸山》第 179~1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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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總說他小時候是壞孩子﹐其實從小他就善於獨立思考﹐課本

讀得好﹐課外書讀得更好。讀野書野史﹐李零說是無聊才讀書﹐但讀

書不無聊﹐許多讓我眼前一亮的道理﹐都是李零讀書後﹐傳授給我。

“大躍進”時代﹐有一首歌﹐歌詞是“戴花要戴大紅花﹐騎馬要騎千

里馬。唱歌要唱躍進歌﹐聽話要聽黨的話”。內蒙臨河插隊時﹐傳統

教育和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反差不是一星半點﹐太大了。李

零將貧下中農常常掛在嘴的“灰話”套改﹐“吃飯要吃過油肉﹐種地

要種沙蓋樓﹐唱歌要唱爬山調﹐娶媳婦要娶一簍油。”過油肉是當地

館子才有﹐上面沙下面土是最肥的土壤﹐爬山調是西北一帶的民歌﹐

生活苦﹐吸收好的閨女才能胖嘟嘟﹐吃苦耐勞﹐當地叫“能受”。“大

躍進”時﹐黨的許多話是瘋話﹐處境不同﹐基層老百姓的話才是實話﹐

李零的特點就是說話要說大實話。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百姓沒有

歷史﹐但沒有歷史的人卻一樣有生活﹐有血有肉﹐有淚有笑的生活﹐

生活史也是歷史。李零的雜文好﹐好就好在自娛自樂又與民同樂。他

的專業水平很高﹐專著一大堆﹐卻最不愛當學者﹐更不願意當著名學

者﹐著名學者要有組織﹐守紀律﹐誰是誰不是要欽定﹐而李零是放虎

歸山﹐從專業學術的腹地逃向邊緣﹐從邊緣逃向它外面的世界。 
要論讀書的境界﹐李零最想回到插隊讀野書的時代。如同小

時候﹐讀課本書﹐不如讀課外書。只有上無領導﹐下無群眾﹐才

能只對自己負責﹐說話要說大實話﹐真誠的話﹐掏心窩子的話。

專家很規範﹐從定義開始﹐內涵外延﹐像庖丁解牛﹐解完的牛﹐

肉鋪裡掛著﹐沒人愛看﹐專家的特點是專﹐但越專眼界就越狹﹐

只見臍下三寸﹐離開自家門半步﹐就找不著北。 
李零敢講大實話﹐別人說他膽子大﹐中央大領導接見﹐他說

另外有約﹐這樣話也放在書裡寫。其實李零膽子小﹐特別怕得罪

人﹐他的特點是﹐不讓講就繞著走﹐沒法談得攏的敏感問題﹐先

躲著點﹐逢左必右﹐逢右必左﹐不講則罷﹐要講就講實話﹐真話﹐

把天下的道理當同一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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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喜歡李零的文章﹐但主要是〈書不是白菜〉﹑〈學校不是

養雞場〉這類雜文﹐生動好玩﹐但這只是表面。李零的書最重要的

是給了我們改造文化歷史觀的角度﹐他的書﹐我最看重的是總結人

生﹐講歷史和生活中的大矛盾﹔講戰爭與革命﹐反帝不臉紅﹔講

“酒色財氣”見人性﹐挖掘人生﹐李零叫“畜生人類學”﹔講跳出

時裝化的歷史觀﹐什麼都吃後悔藥﹐什麼都倒霉看反面﹔講古今一

體﹐中外一體﹐人畜同源﹐“庸人多自擾﹐古井本無波”﹔講全盤

西化大的道理﹐大道理如何管著小道理﹐影子是中國的影子﹐但光

從西方來﹔講近百年的“強國夢”和人民大爺﹐強國夢是搶國夢﹐

不搶不強﹐搶不了別人也要搶自己﹐中國再強﹐也擺脫不了強國制

定的遊戲規則﹐強國再變也不會放棄他們五百年的行事規則﹔講人

民是水﹐水很可愛﹐很平靜﹐但傾側反覆﹐從政治與宗教閘門中放

出﹐也有洪水猛獸的一面﹔莫道人民好欺﹐人民﹐人民﹐多少罪惡﹐

假汝而行﹐國家和人民的關係﹐處理不好﹐非常可怕﹐可悲。 
李零的書﹐他常自詡為“凡人小史”﹐“草木人生”。但十幾本

書讀下來﹐談的都是最大的問題﹐凡大問題﹐多有敏感性﹐很容易變

成吵架的話題。但李零很會講話﹐十分小心﹐多擺事實﹐少講看法﹐

讓讀者自己判斷﹐拿捏火候﹐避免抬槓。比如他講“漢奸發生學”﹐

只講“時勢造漢奸”不都是氣節問題。結果兩軍對壘﹐黑白分明﹐二

律背反﹐都是自己想出來的﹐李零並沒講。比如李零講中國歷史上

的恐怖主義﹐歸納為“恐怖主義一鍋粥”。這鍋粥馬上炸了窩﹐各

自給李零的講法下定義。其實聯合國都下不了定義﹐爭吵還在繼續。 
這個世界﹐最有理講不清的﹐是秀才遇到了秀才。 
1990 年代﹐李零常在美國﹐“聽留學生痛說國史﹐痛說現代

史﹐雲山霧罩﹐不知癥結何在。後來明白了﹐倒也簡單﹐無非是

吃後悔藥﹐什麼都倒著讀﹐就全順了。革命不如改良﹐改良不如

保皇﹐共產黨不如國民黨﹐國民黨不如康梁﹐康梁不如老佛爺﹔

皇上走了﹐孫中山太專制﹐軍閥都是民主先驅﹔中國最好四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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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到處獨立﹐重建聯邦制 — 像人家美國一樣。” 
（二）李零看我 

咣

（今天看來﹐劉少奇沒有這樣的野心﹐也沒

有這種能力﹐他們之間確有路線鬥爭﹐本來很正常﹐卻搞得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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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劉的秘書姚力文同志說過﹐劉對毛的尊重﹐是超常態的。只要毛

處有事情﹐劉就是吃了安眠藥睡下﹐也是常備一杯極濃的濃茶﹐馬上

喝下趕到主席處。他給姚的感覺是“緊跟毛主席﹐但還是跟不上”。

極少情況下﹐他和毛外出開會﹐一幢樓房內﹐毛在一樓﹐他在二樓。

他自己帶頭﹐工作人員效仿﹐脫下鞋子在樓上走動﹐因為毛的工作時

間不規律﹐多數是白天睡﹐但或早或晚很難掌握。— 作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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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243 254 259~263  

 

 
（一）古代社會與現代社會 

在英美﹐民族主義實際上就是國家主義﹐罵落後國家﹐肯定給你

扣上民族主義稱謂﹐可戴這頂帽子。但他的自豪感﹐國際性﹐國家

至上﹐民族主義無處不在﹐他是國際﹐嫌你搗亂。全面接受﹐甘做附

庸﹐我給你一席之地﹐分你一杯羹。這是西方國家的文化基本立場。 
我們所說的“每日見中華”﹐中華是什麼﹐上百年來見仁見

智﹐爭來吵去就是見不清楚。一直到黃仁宇提出要退回五百年去﹐

將自己的視野放寬些。有了背景的認識﹐我們看清了世界有三大

文明圈﹐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文明圈﹔以西亞﹑北非﹑南歐為代

表的地中海文明圈﹔以印加為代表的中北美文明圈。三大文明圈﹐

農耕文明中國曾是頂峰。發育最早的文明是地中海的亞述﹐巴比

倫文明。西北歐文明與古希臘﹑古羅馬文明比﹐發育最晚﹐文明

水平最低。所以﹐才言必稱希臘。為什麼歷史上發育水平最低的

西北歐成為近代工業文明的高峰﹖而原來的高峰近代卻落後了﹐

這個背景是如何形成﹖決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一句話能講清

楚的。第一個決定因素是西方古已有之的戰爭文化﹔第二個是只

有近五百年來﹐三大文明才真正產生了碰撞。李零的看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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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世界史作為一種認識體系﹐無論從

縱的方面看還是從橫的方面看﹐都需有一個觀察主體。這個觀察主

體及其話語霸權一開始只能是歐洲人。中國人認識中國史作為一個

觀察主體﹐擺脫歐洲中心論與歷史上的中華老大論﹐解決老大難的

文化衝突﹐只能用李零式的大歷史觀﹐“自內以觀彼﹐自外以觀己。” 
觀察角度的變換﹕中國也是“正常的兒童”。 
中國的歷史研究﹐重心始終是在中國史上面。我們對中國史

的研究﹐無論從民族需求來看﹐還是從世界需求來看﹐很重要的

一個任務是對背景的認識﹐即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認識。中國的背

景問題很大很深﹐與現實問題處處相關。這個問題﹐本來是中國

近代以來的老問題了﹐過去叫“認清中國國情”。現在隨著中國

重新開放﹐人們又一次面臨新的文化衝突﹐這個問題顯得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突出﹐它不僅與歷史學家有關﹐也與我們每一個人

有關。近時出現的“文化熱”已表明了這一點。 
以歐洲歷史一把尺子量天下﹐毛病雖大﹐但在當時既是唯一

的又有一定合理性﹐這是唯一的支點﹐以此為支點把不同文明比

較體系的搭起來了。這種搭架子有霸道﹐傲視其他文明﹐對其他

文明充滿偏見。但“山川而能語”﹐或早或晚總要對歐洲人蔑視

的“傳統”社會進行再認識。歐洲人講不清傳統社會﹐也就講不

清近代工業社會﹐自己從哪裡來﹖自己是什麼也就講不清楚。 
“傳統社會”﹐這個詞是什麼意思﹖一般說﹐它是有別於近

代工業社會的一個概念。傳統社會與近代工業社會的對比很重要﹐

它是世界史的一個基本出發點。一個粗略的時間表可以告訴我們﹐

人類歷史﹐狩獵採集有三百萬年之久﹐農耕畜牧有一萬年左右﹐

有文字記載的文明出現有幾千年的時間﹐而現代工業社會則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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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百年的歷史。世界史是個逆溯比較體系﹐它是站在這個“幾百

年”之上去認識幾千年﹑上萬年和幾百萬年。歐洲人發現我們這

個世界時﹐他們呆的那個地方是被不同階段和不同類型的傳統文

化（主要是農業文化）包圍著﹐像一座孤島。 
李零是這樣分析﹕

 
必須著重強調﹐馬克思根本沒有提出過世界歷史的一般發展模

式﹐他曾經表示過﹐對世界歷史的總體面貌還很不清楚﹐就是歐洲

史本身﹐歷史學家也充滿歧見。“五種社會形態說”是蘇聯意識形

態﹐不是馬克思的發明﹐後人總結出馬克思所講的“五種社會形

態”﹐實際上可以作為具體歷史研究對象﹐馬克思和其他歷史學家

同樣曾經論述過的只有四種﹐即資本主義社會和前資本主義的亞細

亞﹑古代和中世紀。馬克思與其他歷史學家不同的只是對未來社會

提出預見﹐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必將代替資本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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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有共識的四種“形態”﹐作為階段劃分並不是馬克思的發明。

歐洲歷史可以大體劃分為古代﹑中世紀和近代工業社會﹐並在歐洲之

外還有存在著比歐洲古代社會保留更多原始特點的“東方社會”。這

是當時西方歷史學家根據他們對歐洲歷史文化的“自然起落”以及

對東方社會模糊認識提出來的。馬克思沒有提出不同的分期理念。他

本人的說法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中國原中學課本初

中就有社會發展簡史﹐其中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

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在內的“五種社會形態”。這種成說佔領

人們的大腦﹐很不準確也不嚴肅﹐還不說成說根本忽略了草原文明在

歷史上對人類文明的鉅大作用。這裡不能也不允許把問題鋪得太大。 
李零將問題集中在馬克思歷史理論與傳統社會有關的部分﹐

即“五種社會形態”說與“亞細亞生產方式”說做一簡要探討﹐

但已讓我們看出成說的結症。 
要有一個從“有我之境”到“無我之境”的轉變（超出“小

說敘述的第一人稱”﹐超出“攝像者的鏡頭”）。多角度觀察﹐

是這一轉變的必然結果。 
現在的中國史學界對世界歷史學已經發生的這一轉變似乎並沒

有真的感受。他們表面上對“歐洲中心論”持批判態度（只是民族感

情的一種膚淺表現）﹐而實際上骨子裡卻還是以歐洲歷史作標尺。因

為雖然他們好像並未直接搬用西方歷史學家的觀點﹐但是因為他們

強調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作指導﹐而實際上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

論卻又缺乏科學的歷史評價﹐無形中他們已把上一個世紀歐洲歷史

學界的許多通病繼承了下來（當然﹐現在的變化很大﹐根本不要馬

克思主義﹐但仍是西方文化﹐後面會分析）。李零點出了問題的穴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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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3

5

馬克思受歷史的局限﹐他對歐洲古典文明的來源﹐對西亞﹑

印度﹑中國和美洲的史前史和早期文明都不大清楚。 
（二）“五種社會形態”說 

所謂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說﹐是從 1859 年正式提出﹐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被認為是經典表述。但這一表述實際上是

從《1857~1858 年手稿》中直接提煉出來的。在該手稿中﹐我們可

                                     
5 李零﹕〈中國史學現狀的反省〉﹐《李零自選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8
年﹐第 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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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注意到﹐馬克思的“形態”說﹐實際上是以具體的文化形態作基

礎。他所說的古代是指希臘和羅馬﹐中世紀是指日耳曼﹐亞細亞主

要是指印度的土地公有制﹐但也包括實行這種制度的墨西哥﹑秘魯﹑

斯拉夫和古代歐洲凱爾特人的形態。整個序列是在材料極其缺乏的

情況下使用不同系統的材料拼湊出來的﹐充滿斷裂和不完整性。 
馬克思所採用的歷史分期與黑格爾對世界歷史的劃分非常相

似。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按“東方世界”﹑“希臘~羅馬世界”

和“日耳曼世界”來劃分世界歷史。“東方世界”主要是指亞洲﹐

也就是所謂“亞細亞”﹐第一是東亞的中國﹐第二是南亞的印度﹐

第三是西亞的波斯及其他各國（中近東和北非也在內）。他認為

歷史是從東方開始﹐但東方只是希臘 — 羅馬和日耳曼等歐洲歷

史的序幕﹐被他看得發育程度很低。至於美洲﹑大洋洲和北非以

外非洲大陸的歷史﹐他看得更低﹐認為根本不屬於“歷史”。馬

克思雖然不像黑格爾對歐洲以外的歷史抱有那麼大偏見﹐1859 年

以後﹐他對世界許多落後地區的歷史有很大興趣﹐並做了一定研

究﹐寫了不少的讀書筆記﹐但他的眼界也受到當時歷史學的限制。

比如他在《1857~1858 年手稿》中把希臘人叫作“正常的兒童”﹐

而把其他古代民族叫作“粗野的兒童”﹑“早熟的兒童”﹐這種

說法就很明顯帶有黑格爾學派的濃厚色彩（“兒童 — 青年 — 
成年”﹐是黑格爾學派的慣用術語）﹐帶有從歐洲中心觀察問題

的局限性。李零對“隔膜”所產生的偏見作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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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這一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農耕文明的歷史有近一萬年﹐而人類有

文字記載的歷史最多也不會超過六千年﹐農耕文明的早期可以追溯

到新石器時代﹐中國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都具有農耕文明的早

期特點。而有文字記載的早期文化﹐現在可以肯定的只是殷虛甲骨

文。世界最早的文字﹐無論是現在的伊拉克曾出現的古亞述文明﹐

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其最早的文字出現不會超過六千年。而人

                                     
6 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把農業革命稱為“第一次浪潮”﹑工業革命稱為“第

二次浪潮”。現在有不少人把它當作是托夫勒發明的一種分期﹐這也是不對的。 
7 一個技術群體中包含的各種文化因素﹐其發展是不平衡的﹐由於環境差異或傳播

作用﹐可能出現系統上的畸變。例如古代腓尼基人就因沒有銅礦而跨過青銅時代

直接進入鐵器時代﹐歐洲的青銅文化和鐵器文化是從西亞傳入﹐但銅器﹑鐵器傳

入後﹐除愛琴地區外﹐大多數地區都未進入文明﹐即使愛琴地區﹐也有錯位。還

有中美的瑪雅文明是在使用石器技術的基礎上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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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第一部歷史專著﹐首推中國的《史記》﹐《春秋》﹑《左傳》還

不夠專﹐它是中國漢代才出現。以工業文明的傳遞眼光去看農耕文

明﹐所有最古老文明的發展都會表現出所謂“停滯”﹐若以此看待

漁獵採集的原始社會﹐甚至可以用“長期停滯不前”來概括。一萬

多年的農耕文明包括原始社會晚期（新石器時代）﹐“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其頭﹐是史前社會的晚期﹐從生產∕生活方式的角

度講已是農業社會。其尾﹐又同工業社會相銜接﹐是以城市生活為

中心的所謂“文明社會”的早期階段。用歐洲文明的奴隸社會和封

建社會的指標體系套其他世界主流文明﹐方柄圓鑿無法歸屬也沒有

對稱性。如果有一天﹐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歷史沒有如果﹐這

裡只是假設）﹐用中國歷史的自然起落去套世界﹐肯定也是一鍋粥。

歐洲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在世界歷史中只是個例﹐根本沒有普遍

性。李零分析指出﹕ 

8 

                                     
8 胡鐘達﹕〈試論亞細亞生產方式兼評五種生產方式說〉﹐《中國史研究》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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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古希臘﹑古羅馬的古代傳統是特例﹐農耕條件沒法和中國比﹐

特善於從海上﹑從陸地到外面的世界去攻城﹐去略地﹐去殺﹑去搶﹐

那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培養了無數戰士﹐也掠奪回無數

的奴隸。依靠奴隸承擔主要勞動﹐這是文明低下的表現。至於中世

紀﹐依靠農奴勞動﹐一個個的小城邦﹐一堆堆沒文化的城堡中的諸

侯或鬆散的小國﹐拿到中國﹐頂多是土圍子中的大地主﹐和以自耕

農為主體的中國比﹐只能算落後﹐很難形成大一統的國家。國是小

國﹐王是小王﹐其文明程度比古希臘﹑古羅馬還低。 
馬克思認識歷史﹐延續黑格爾等人的錯誤也屬必然﹐何況還有

“合理內核”﹐畢竟其階段論為我們認識世界搭起了框架﹐成為

“把子”也是貢獻﹐畢竟他是通觀世界的第一人。相比之下﹐我國

明清之後的海禁﹐使中國同外界﹐最需要睜眼看世界時卻隔絕開來﹐

外面的世界多精彩的鉅變﹐帝王將相﹐位高爵尊者卻蒙然無知。 
就是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對世界也相當隔膜。因為無知﹐常

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不免扞格。過去﹐把一切老外當敵人﹐

近時﹐把一切老外當闊佬兒。於是﹐老外來華﹐一概宴請個七葷

八素﹐杯盤狼藉。外出“考察”﹐如過江之鯽﹐但隔膜依舊。明

明是自己現代化的不良反應﹐外國的月兒圓﹐什麼都怪秦始皇。

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不是東西。統一不如分裂﹐宗教大一統勝

於國家大一統﹐什麼都要和國際接軌﹐為歷史扳道岔。現在可好﹐

自從有了盛世感﹐昏聵的這帝那帝﹐失德的曾胡左李都從故紙堆

的字裡行間刨出來﹐又都“天縱聰明”﹑“德侔天地”。他們各

                                                                                                           
年第 3 期﹔〈再評五種生產方式說〉﹐《歷史研究》198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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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感天而生﹑蛟龍上護﹐紅光燭天﹐不是雙手過膝﹐兩耳垂肩﹐

便是生有異相﹐天降大任。替自己壯膽﹐為世界開太平。 
一個健康的民族﹐總要有勇氣面對歷史﹐對外國﹑對中國都一

樣。已經經過的歷史﹐無論是好是壞﹐是對是錯﹐作為文明的發生

沒有好壞對錯﹐只需要敢於直面﹐因為歷史是無法封鎖更不能篡改﹐

用不著解構更不用重構﹐大可不必費此無補之精力﹐無論如何以現

代化劃線塗抹﹐自卑自大來回翻烙餅﹐終是不如李零來得直白清楚。 
（三）“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五種社會形態” 

不僅歐洲人﹐中國人早就發現用歐洲的古代和中世紀來衡定世界

其他地區傳統文明的再現有問題﹐無緣置喙﹐便乞靈於“亞細亞生產

方式”說﹐這種病急亂投醫﹐更離譜﹐離找到癥結﹐對症下藥更遠。

這樣做﹐看似改換門庭﹐實際上手拿把掐仍未跳出19世紀歷史學的“如

來手心”。“表面上出此入彼”﹐實際上還在原地打轉。“因為它與

前者乃是同一水準的東西（只不過前者是看自己﹐後者是看別人）。” 
20 世紀 80 年代﹐有幾本外國人寫的書﹐在中國中青年學者中

形成滾滾熱潮﹐不僅炙手可熱﹐而且熱得發燒﹐好像幫助中國人

找到了打通古今中外《一千零一夜》的神燈。魏特夫的《東方專

制主義》﹑梅洛蒂的《馬克思主義與第三世界》﹑梅涅夫的《近

東和古典社會》﹐都是極端性的代表。只要把非歐洲的其他文明

打入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另冊﹐不僅中國為什麼近代落後了﹐而且

其他文明也是“長不大的兒童”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亞細亞生產方式成了解釋歐洲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落後的香餑

餑﹐殺手鐧。但究竟什麼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卻人云亦云﹐成了千手

觀音多面佛。什麼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當時的各界人士根本沒有共

識﹐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這個問題根本“搞不清楚”。這就怪了﹐馬克

思在許多地方使用過此概念﹐起碼馬克思如何形成此概念﹐他依據了

些什麼材料﹐現在都有案可查﹐搞不清楚卻成了上方寶劍﹐這劍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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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紙做﹑木做﹐還是真正的寶劍﹐總要讓人看個真真切切﹐通通透透。 
所有爭論者最終都承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本身就缺乏明確

的指謂﹐帶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無論是特殊形態說﹐“古代東方社

會說”還是“早期奴隸制說”都是以歐洲為正常﹐視其他文明為反

常。“特殊”說在東西方之間劃出一道硬傷﹐西方是五種形態﹐而東

方是一種形態。古代東方說看似非西方中心論﹐實際還是以西方為參

照系。其實看看中國社會的自然起落﹐中國古代的現代化就清楚了。

匈奴﹑西夏﹑遼﹑金﹑蒙元﹑滿清﹐誰進入中原﹐不管是被趕走還是

勝利者﹐只要進入中國內地﹐其文明都會被改造為農業文明。 
這種自然起落從來沒有人反問﹐為什麼在中國草原文明會轉

化為農耕文明﹖為什麼中國的農耕文明沒有轉化為草原文明﹖因

為兩種文明的高低落差太明顯。但為什麼西方一遭蠻族入侵﹐就

造成文明的斷裂變成失落的文明﹖因為他們之間的文明落差不

大。如果一定要認死理﹐西方人也非要以中國劃線﹐為什麼中國

文明在蠻族入侵時不斷裂﹐未變成失落的文明﹐在“正常”的中

國之外有一個“特殊”的“歐羅巴生產方式”﹐問題變成馬問牛

為什麼長角﹖牛問馬為什麼不長角﹖問題不在“單線”還是多

線﹐而在於西方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放到全世界的視

角去重新觀察本身就很不典型﹐甚至可以稱之為變例。 
李零科學地指出﹐

1840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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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細亞生產方式成了一鍋粥﹐搞不清楚﹐其實還有一層更深

的含義﹐這就是來自各種實用的理解。其核心是﹕反正說一千道

一萬﹐現實是人家歐洲最先進。亞細亞式東方肯定有某種先天不

足後天虧損的毛病﹐不同於歐洲的特點﹐但這種特點到底是什麼﹐

亞細亞就成為不用說清楚的魔咒。李零說﹐這些特點﹐這些問題

“應當說只有通過實際研究才能解決﹐不能反過來求助於‘亞細

亞生產方式’說這種模糊概念”。現代歷史學家的水準和掌握的

大量資料已放棄了傳統所說的“亞細亞”式“東方”的概念。各

個具體國家和文化內幕愈來愈清晰地展現出其真實的面貌﹐籠而

統之的“亞細亞”式“東方”已沒有存在的必要。包括恩格斯《摩

爾根調查報告》中所採取的母系社會和對偶式婚姻說﹐作為一種

社會形態也是一種模糊猜想。19 世紀發現的所謂“落後文化”﹐

大多並不落後﹐許多保留一些“落後”原始形態的“嵌入”和

“錯位”。如同我們到瀘沽湖邊摩梭人居住區﹐現代文明早已是

普照之光﹐第三產業高度發達﹐照樣有走婚和被誤讀為母系社會。 
總之﹐李零的看法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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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社會的研究在世界史領域有其獨特的解毒功能﹐無論

是歐洲人的誤讀﹐還是中國人過去自己的誤讀﹐都需要我們來還歷

史的本來面貌。李零已幫我們鑿破過去的“混沌”。中國有綿綿不

斷的文字記載史﹐幾千年來的文明從未失落也絕少斷裂﹐這是其他

文明望其項背﹑無法企及的。研究中國傳統社會﹐從根本上講﹐要

改變觀察問題的角度﹐他的指向很明確﹐就是要改變包括馬克思在

內的 19 世紀歷史學家的那種觀察角度﹐找到被觀察者 — 古代中

國自己的“主訴”。要從頭對中國歷史做深入細緻地獨立研究。 

過去﹐東西方是隔絕的﹐君在球之西﹐我在球之東﹐中間是

廣袤無邊的太平洋﹐中國人一直自居老大“萬方來朝”。“五四”

運動使中國的眼界突然打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

很無奈”。中國落後了﹐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不等於我們就看

清了西方先進的大是大非﹐大本大源。也不等於西方就有權力認

為﹐其他文明都進入了“進化死胡同”﹐西方就有權力“以我劃

線”﹐把其他文明已看個底兒掉。包括馬克思﹐他也是對西方的

近鄰和親緣文化如西非﹑北非知知較深﹐甚至對印度和美洲瞭解

較多﹐而對中國不甚了了。只有既知彼又知己的今天﹐雙方才有

可能進行互揭老底﹐進行真正的比較研究。 
近代以來﹐中國的史學研究就一直存在著兩種表面上截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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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實際上互為補充的歷史文化立場。一種是百不如人﹐越比越

氣短﹐在他們看來﹐研究中國歷史﹐似乎只剩下一件事﹐這就是要

證明﹕中國的傳統文明無論曾經多麼輝煌﹐也終不免是腐朽的﹐垂

死的﹐因為它導致中國近代神州陸沉﹐閉關自守﹐愚昧落後。傳統

越輝煌﹐近代越落後﹐這似乎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古代的文明

古國﹐近代都不行了﹐一個比一個慘﹐古代越輝煌是近代越落後的

宿疾﹔而歐洲﹐無論其傳統文明多麼落後﹐這種落後的背後﹐畢竟

有其“生命力”旺盛的遺傳密碼﹐根紅苗正的歐洲有著“導向”近

代社會的正確基因。“似乎歐洲工業社會不是由傳統社會反常的種

種原因所促成﹐”反而倒是中國從一開始就走錯了路﹐墮入迷途﹐

進入了“進化的死胡同”。和歐比﹐中國渾身都是毛病﹐為什麼沒

有統一的宗教﹖為什麼用方塊字而不用拼音文字﹖為什麼總是大

一統而不是四分五裂﹖這個單子可以一直開下去﹐可以開出中國十

大怪﹐百大怪都不足奇﹐這裡面包含了多麼嚴重的“回溯性差異”。 
另一種是傳統可以救國﹐讀經可以救國。不要認為這是什麼新提

法﹐蔣介石這樣宣傳過﹐馮友蘭好幾大本﹐歸根結底論的就是這個理

兒。這種理兒﹐有如歷史回放﹐天道輪回﹐30 年河東﹐30 年河西﹐

中國窮會出這個理兒﹐仿佛一夜之間﹐中國闊起來了﹐還會出這個理

兒。20 世紀 80 年代﹐那時的氣氛﹐回頭看﹐真讓人難以相信﹐當

時的主流是罵祖宗﹐“弘揚”說沒有市場。現在的氣氛是賣祖宗。

當然﹐復古的風﹐那時就有﹐包括故里開發﹐現在還值得奇怪嗎﹖

尤其是有了四小龍的成功﹐有了臺灣問題﹐似乎四小龍的成功是發

揚了傳統﹐而不是追隨美帝大發韓戰﹑越戰之財。而中國落後是棄絕

傳統﹐傳統斷裂。而中國要想統一臺灣﹐首先是回歸傳統﹐不回歸傳

統﹐共產黨就沒有合法性﹐而回歸傳統﹐共產黨就應該放棄過去一切

意識形態﹐只有非共產黨化﹐革命黨變執政黨﹐專制黨變民主黨﹐

才有談判的資格和談判的起始條件。中國現代化的路子還長著呢﹐

只要這個過程還在進行﹐這種抽瘋就一定還要抽下去。這兩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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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對立﹐實際上互為表裡﹐歡喜冤家。李零得出結論很簡單﹕ 

提起“治水社會”﹐自然會與那位出生德國﹑繼入美籍的猶太

人魏特夫聯繫在一起﹐而魏特夫總是與“東方專制主義”聯繫在一

起。這樣一個三點一線的人和理論影響西方包括日本漢學界半個多

世紀﹐至今餘音猶繞。魏氏早年先後在德國萊比錫﹑柏林﹑法蘭克

福等大學攻讀中國學和社會經濟史﹐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35 至

1937 年曾來中國﹐搜集有關社會經濟和歷史資料﹐1937 年 2 月國內

有名的《食貨》半月刊曾全文譯載其《中國經濟史的基礎和階段》。

1939 年魏特夫入美國籍﹐又先後在哥倫比亞﹑華盛頓等大學任教。

魏氏 1924 年開始發表有關中國問題的論著﹐尤其是 1957 年出版的

《東方專制主義 — 對於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以下簡稱《東方

專制主義》）一書﹐更使魏氏名聲大振﹐聲譽日隆。9 西方學界認

為﹐魏特夫的理論“對於瞭解人類社會是一個重大貢獻”﹔或認為

該書“是所有研究人類社會的嚴肅學者的一本必讀書籍”﹔甚至有

人將《東方專制主義》與馬克思的《資本論》和韋伯的《經濟與社

會》相提並論﹐認為“確高於馬克思和韋伯”（《東方專制主義》

中譯本出版說明）。日本學界對中國水利史的研究起步較早﹐其薪

火相傳﹑成果迭現更為漢學界稱道。綜觀日本有關中國水利史的研

                                     
9（德）卡爾‧A. 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 — 對於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中國

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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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最早即是圍繞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而展開﹐以此擴衍而來的

有關明清水利共同體的論爭至今仍難說是煙消雲散。當然﹐反面的

意見也是有的﹐英國著名漢學家李約瑟在魏著出版兩年後﹐即 1959
年在其《科學與社會》中就結合中國歷史的實際來說明魏特夫的“失

實”和“偏見”﹐李約瑟評論道﹕“不幸的是﹐我們現在手頭所有

的是一本後人只能與‘冷戰’時期具體情況相聯繫才能理解的政治

讀物﹐而不是一種成熟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學術著作”。10

魏特夫《東方專制主義》的核心觀點是﹕東西方社會是兩個完

全不同的社會形態﹐東方社會的形成和發展與治水是分不開的。由

於大規模修建水利工程和有效地管理這些工程的需要﹐必須建立一

個遍及全國至少是遍及全國人口中心的組織﹐“因此﹐控制這一組

織的人總是巧妙地準備行使最高統治權力”﹐於是便產生了專制君

主﹐東方專制主義。“治水社會”又可以劃分為核心地區﹑邊緣地

區和次邊緣地區﹐而中國正是這樣一個“核心地區”﹐“治水社

會”的一切本質特徵在中國便得到集中而充分的體現。應該引起人

們充分注意的是﹐魏特夫早年曾經是一位德國共產黨員和第三國際

的工作人員﹐20 世紀 30 年代中期﹐他與共產主義運動“分道揚

鑣”﹐學術的研究便喚來了明顯的政治意圖。讀一下魏氏 1957 年

該書初版時所寫導論的最後那段話﹐至今仍令人毛骨悚然﹕ 
 

 
 

有意思的是﹐隨著斯大林時代的結束﹐前蘇聯有關《東方專

                                     
10 李約瑟﹕《科學與社會》（1959 年﹐第二十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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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主義》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爭論已成歷史。20 世紀 90 年代

國內學術界集中批判魏特夫及其“治水社會”和“東方專制主

義”﹐進一步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爭論如今也已聲勢不再。

一切都在遠去﹐一切都似乎沒有結束﹐也沒有結果。學術和政治

的關係在這個問題上又一次促使我們去深思。 
“大禹治水”﹑“水母娘娘”及各地不同版本林林總總的類似

神話般的傳說在民間可謂婦孺皆知。在汗牛充棟的二十四史中﹐自

太史公《史記》立《河渠誌》以降﹐《河渠誌》﹑《溝洫誌》﹑《食

貨誌》乃至《五行誌》成為記載有關水及水利事業的固定話語文本。

酈道元的《水經註》以及後來的《行水金鑒》﹑《續行水金鑒》則

是專門記錄水利﹑治水﹑水利工程和水利事業的專書﹐且不說大量

國誌﹑省誌﹑府誌﹑縣誌及各種地理書中的水利記載。11

 

然而﹐我們只要去各國的農業社會進行考察﹐用水和管水是

農耕文明的普遍規律﹐中國在這方面特別突出﹐這是文明發達的

表現。中西都有專制主義﹐從“水利社會”到“東方專制主義”﹐

證明中國從根上就落後西方﹐現在已經是笑話。 
什麼是“五種形態”說﹖我們得從頭說起﹐即使對馬克思本

人﹐也要有歷史眼光。 
馬克思講歷史是講“大歷史”。他講過去是為了講現在和未

來﹐關注點是 19 世紀的歐洲。這種討論有一個出哲學入經濟學的

過程。他的經濟學手稿前後有三﹐40 年代一個（《1844 年經濟學

~哲學手稿》）﹐50 年代一個（《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

60 年代一個（《1861~1863 年濟學手稿》）。第一個手稿導致《德

意志意識形態》和《共產黨宣言》的產生﹐第二個手稿導致《政

治經濟學批判》的產生﹐第三個手稿導致《資本論》的產生。過

                                     
11 行龍﹕〈從“治水社會”到“水利社會”〉﹐《讀書》2005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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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講“五種形態”﹐大家都是奉〈《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為經典表述。但馬克思﹑恩格斯說﹐他們的唯物史觀是在 1845~1846
年的一個手稿裡完成﹐即在他們還熱衷於哲學的階段完成。他們

說的手稿就是《德意志意識形態》的第一章。這個手稿﹐本來都

以為丟了﹐馬克思自己也說﹐是留給老鼠的牙齒去批判了。 
李零系統地考據過《德意志意識形態》第一章﹐對馬克思主

義中歷史唯物主義諸多基本概念的雙重性及其來源﹐前期指謂﹐

後期確定都有縝密的考證﹐並且早已發表。 
20 世紀 60 年代﹐經前蘇聯學者研究﹐我們才知道它的真實面

貌﹐由早期表述才理解晚期表述。 
馬克思關注原始階段的“亞細亞”﹑“古代的”和“日爾

曼”的所有制﹐關心的是“公有制”。關注古典時代﹐關心的是

奴隸制﹔關注中世紀﹐關心的是“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重點

是農奴制”﹔關注當代資本主義﹐本來的稱謂“市民社會”﹐關

心的重點是僱傭勞動制。注意的是工具水平﹐交往水平﹐勞動形

態和財產的演進。李零考證馬克思的早期術語﹐“生產力”指工

具﹐“生產關係”指交往﹐“經濟形態”指財產形式。 
這五種形態﹐共產主義不是現實的“歷史階段”﹐可以存而

不論。剩下四種﹐除第一種最初是從前古典時期的希臘﹑羅馬和

前中世紀的日爾曼去猜﹐後來是從歐洲以外的印度﹑俄國（村社

制度）去想﹐最後是據摩爾根對印第安人的研究做總結﹐其他都

是歐洲歷史的常識。它是由三種異質文化互相打斷而拼接在一起﹐

階段現成﹐人所共知。馬克思只是說他提供了上面那些經濟分析﹐

他從不承認這些階段是他的發明﹐包括從不認為這些階段能“放

之四海而皆準”。我們用它分期﹐必須有一個前提﹐這就是中國

和歐洲有完全相似的發展﹐但這個前提是不存在的。同期比較也

沒道理。《紅樓夢》裡說﹐有搖籃裡的爺爺和柱拐的孫子。時間

相同就是相同的發展﹐這種說法不能成立。李零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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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落後於西方也就是近一百多年﹐頂多二百年的事兒﹐在

人類歷史長河中﹐能算什麼﹐用得著作那麼多文章﹖ 
對中國歷史的研究﹐其實是一種世界史的責任。它可以矯正

社會研究的一般規則。西方學者可以幫助我們研究我們的歷史﹐

我們也可以幫助西方學者研究他們的歷史。 
西方是我們精神上的老師﹐但弟子“不必不如師”。我們完全

有信心也有能力﹐用咱們的特殊性為普遍性做一點貢獻。“特點”

並不等於“優點”﹐甚至也不等於“缺點”。“特點”是比較中性

的詞。我們講“特點”﹐就是要講那些“成亦蕭何﹐敗亦蕭何”的

東西﹐完全不以一時的成敗榮辱為轉移。我們既不必以昔日的輝煌

為今天壯膽﹐也不必以現代的勢不如人而大罵祖宗。對西方﹐我們

用不著自作多情﹐也不該自討沒趣。李零的結論很精彩﹕ 

李零在上面說過﹐

12

近代史學起源於歐洲﹐由於歷史條件的局限﹐過去歐洲史學家把

                                     
12 李零﹕〈中國史學現狀的反省〉﹐《李零自選集》第 10~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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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經驗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道路﹐不足為奇。黑格爾的歷史哲

學認為人類社會發展（即體現“世界精神”發展的“世界歷史民族”

發展）﹐從低級到高級﹐經歷了“東方王國”﹑“希臘王國”﹑“羅

馬王國”和“日耳曼王國”四個階段﹐就是這種史觀的集中表現。而

作為最高階段的所謂“日耳曼王國”階段﹐正是資本主義階段﹐所以

人類社會必然走向資本主義﹐是不言而喻的﹐儘管領導人類進入這一

階段的使命只能由日耳曼民族來承擔。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歷史哲學

的成說﹐雖然揚棄了黑格爾史觀中的西方（特別是日耳曼）至上論的

糟粕﹐但提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階段論。但這種階段論雖然只是對西

方社會發展自然起落的概括﹐不是馬克思的獨創﹐真理就在這裡多走

了一步﹐馬克思也同樣錯誤地將這種階段論普世化﹐變成了全人類的

普遍規律。限於歷史條件﹐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仍

然是主要依據歐洲經驗﹐馬克思從不認為自己的理論是僵死的教條﹐

但西方中心論的普照之光﹐仍使馬克思相信﹐資產階級還是會“挖掉

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不管反動派怎樣傷心”﹐“一切國家的生

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

此。”這是一個幣的兩面﹐有正面﹐或稱之正確的一面﹐也有反面﹐

或稱之不正確的一面﹐把從歐洲經驗得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絕對化﹐從

根本上來說﹐也是歐洲中心主義的一種形式。現代中國史學是從西方

和蘇聯引進的﹐因此這些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也隨之傳入。 
批判斯大林和批判教條主義又使我們陷入另一種誤區﹕我們

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卻使得我們相信這種觀點是無可置疑的

真理。中國既是世界的一部分﹐自然也必定要順序經歷過這些階

段﹐所以資本主義也就成為中國歷史的必經階段。 
很明顯﹐堅信“西方有﹐我們也有”的民族心態和堅信“資本主

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的信念﹐二者是有共同基礎的﹐即認

為中國應該而且必定能夠按照歐洲近代發展的模式去發展。然而﹐中

國近代歷史的發展並非如此。至於“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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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沒有洋人到來﹐中國

也會出現自己的工業革命”一類的推論﹐則更明顯地只是一種情結。 
從認識基礎來說﹐“資本主義萌芽情結”是一種“單一直線

進化”史觀的產物。按照這種史觀﹐世界各民族都必然遵循一條

共同的道路。資本主義是這條道路上不可迴避的一個階段﹐所以

中國也必然要經歷它。既然要經歷它﹐當然就要有萌芽﹐否則就

只能承認中國的資本主義完全是舶來品了。 
近代中國的歷史已證明了經典的資本主義並非中國歷史的必經

階段。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一個世紀裡﹐中國人學西方﹐追西方﹐竭力

想把中國引上西方式的近代發展道路﹐但經典的資本主義卻一直未能

在中國土地上蔚成氣候﹔而自 1949 年以後﹐中國便進入了自己創造的

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從來沒有經歷經典的資本主義的歷史階段這一歷

史事實﹐證明了經典資本主義並非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經階段。如果我

們尊重事實﹐不把經典資本主義視為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

我們自然也就不必到歷史中去苦苦地尋找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了。 
不要在中國找資本主義起源和資本主義“萌芽”是對的﹐找不

到也不必找。“亞細亞生產方式說”﹐“五種社會形態說”﹐“停

滯說”與“萌芽說”﹐對中國來說都是偽問題。但全盤西化不是偽

問題﹐全盤西化是中國近代不爭的事實﹐可大家最愛爭。為什麼非

爭不可﹖中國必需經過資本主義發展和中國可以繞過資本主義的發

展是近代中國的歡喜冤家﹐這種看似矛盾實為最具對稱性的思想控

制了一切人的頭腦。李零要做的就是破除這種迷信。資本主義一產

生就是國際的﹐先有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戰爭﹐後有資本主義發展

和工業革命﹐這才是西方的本質。這個關鍵的實質未看清﹐問題就

變成這樣的提法﹕嚴格地講﹐馬克思的一切學說都是對資本主義的

批評﹐《資本論》開篇第一句話就是。馬克思只是沒有為資本主義

下過一個嚴格的定義。如同我們為“人”這個概念下一嚴格的定義

非常難﹐但不能因為難﹐就認為自己不是人﹐別人也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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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樣說﹐並不是因為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確實沒有過資本

主義萌芽﹐而是因為直到今天﹐我們甚至連‘資本主義萌芽到底是什

麼’還未完全弄清。沒有首先弄清這一關鍵概念﹐自然也就無法正確地

判斷中國歷史上究竟有無資本主義萌芽。在此情況下﹐‘中國歷史上確

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這一命題﹐也只能說是一種尚待證實的假設。” 
馬克思曾嘲笑“像摩姆孫先生那樣的人”﹐在每一個貨幣經

濟裡都可以發現已有資本主義﹐然而在我們的資本主義萌芽研究

中﹐“像摩姆孫先生那樣的人”﹐卻遠非一二。 
儘管資本主義自產生之日到今天﹐在西方已存在了好幾個世

紀﹐但是到今天為止﹐西方學術界還沒有人能夠說清什麼是資本主

義。根據費南德‧布勞代爾（Fernand Braudel）的考證﹐資本主義

（Capitalism）一詞﹐儘管是當代世界政治語彙中最重要和最常用

的術語之一﹐但其涵義卻一向不很明確。此詞最早出現於 1753 年

版的法國《百科全書》﹐爾後又於 1842﹑1850 和 1861 年分別出現

於 J. B.理查德（J. B. Richard）﹑路易‧布蘭克（Lewis Blanc）和

普魯東等人的著作中﹐但各人給它下的定義都各不相同。最令人驚

詫的是﹐許多學者都認為﹐馬克思本人從未使用過這個詞。其實﹐

馬克思雖然沒有直接解釋過什麼是資本主義﹐但不能否認馬克思已

把資本主義這一概念約定俗成﹐他所寫的《資本論》﹐第一句話就

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從來說不清什麼是資本主義﹐沒

有共識。我們從來說不清什麼是社會主義﹐也少共識就毫不奇怪了。 
一直到了 20 世紀初﹐資本主義這個詞才忽然流行了起來﹐但

是主要是作為一個政治術語來使用﹐所以保守的西方經濟學家一直

反對採用它。此後﹐這個詞的運用越來越廣泛﹐但是對它所下的定

義仍然頗有分歧﹐莫衷一是。在西方﹐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定義﹐是

1958 年版《大英百科全書》所下的定義﹐即﹕“（資本主義）是

一種產品生產屬於個人或私有企業的經濟制度”。但是即使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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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含糊的定義﹐也未被學者們普遍接受。1979 年布勞代爾討論

這個問題時﹐仍認為到那時為止﹐還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爾

後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西方史壇上﹐關於“什麼是資本主義”

的論爭仍然在繼續﹐但是直到如今也還沒有出現一個大家都能接受

的定義。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西方﹐迄今為止﹐到底什麼是資本主

義﹖仍然還是一個誰也說不清的概念。聚訟甚多﹐爭論不休。 
絕大多數參加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學者﹐都對“中國

歷史上確實有過資本主義萌芽”堅信不移。海外有人認為國內關於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源於毛澤東 1939 年所寫的一段話﹕

“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

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

義社會”﹐因此是一種“奉命史學”或“御用史學”。但是這種看

法是不公正的﹐因為這段話所表述的觀點並非毛澤東的個人見解﹐

而是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大多數中國學者的共同看法。不僅馬克思

主義史學家（如鄧拓﹑翦伯贊﹑呂振羽﹑李達﹑華崗等）提倡這種

觀點﹐而且大多數非馬克思主義的愛國學者也默認這種觀點﹐因為

這個時代的大多數學者都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國已具有資本主義

發展的因素﹐只要通過革命或改良﹐就必然會像歐美國家那樣發展﹐

成為近代化的強國。因此﹐毛澤東並沒有“發明”出這種觀點﹐而

是採納了當時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以及愛國學者的共同看法。也

正是因為如此﹐到了新中國建立後﹐隨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確立和

外國長期侵略的結束﹐上述觀點也很快成了史壇共識。 
由於對“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問題﹐我們現在還沒有完全弄清﹐

那麼對於“什麼是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目前當然也不可能已經

有完滿的答案。雖然治學嚴謹的學者認為資本主義萌芽是資本主義

生產關係的萌芽﹐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萌芽﹐但也有的學者也

籠統地認為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萌芽。此外﹐在更多的論著中﹐資本主

義萌芽實際上成了商品經濟﹑或僱傭勞動﹑或工場手工業的代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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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隨著討論的進展﹐大家對這個問題的

認識似乎不是越來越一致﹐反而是越來越分歧。例如﹐在資本主義萌

芽產生時間的判定方面﹐在 50 年代的第一次討論高潮中﹐大致還只有

“宋元說”和“明清說”兩種﹐而到 80 年代的第二次討論高潮中﹐卻

出現了“戰國說”﹑“西漢說”﹑“唐代說”﹑“宋代說”﹑“元代

說”﹑“明代說”﹑“清代說”等多種說法。而在資本主義萌芽的具

體表現方面﹐過去多指手工工廠﹐但在後來的一些論著中﹐“泛萌芽

化”的現象卻越來越甚﹐以至形成“十步之內﹐必有萌芽”的盛況。13

偽問題﹐不必爭﹐這種爭論永遠超不出馬問牛“為什麼長角﹖”

牛問馬“為什麼沒角﹖”資本主義是一個大字眼﹐大體系。但現代資

本主義也有發達與不發達之分。現代資本主義﹐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

的發達資本主義是這個世界的普照之光和萬惡之源。它的硬道理管著

你的小道理﹐它的大問題管著你的小問題。它讓你向它學朝它走﹐但

誰學得最好最像﹐它就先揍誰。我們學西方﹐學得天昏地暗﹐一塌糊

塗﹐望山跑死馬﹐你也改變不了今天的世界格局。一百年來﹐中國人

在這種既定的格局下﹐一直在做一件事﹕摸路。路在何方﹖救亡圖存﹐

先解決挨打問題﹐後解決挨餓問題﹐剛想解決富強問題﹐全球化的中

國威脅論﹐你再學也學不到人家闊起來的全部歷史過程﹐過了這村沒

這店。正確的文化歷史觀﹕你有你的一定之規﹐我有我的路徑選擇﹐

反正中國人要生存﹐要溫飽﹐要發展﹐只能靠自己。什麼亞細亞﹑階

段論﹑萌芽說﹐分期﹑停滯﹐統統見鬼去﹐拿歐洲歷史作標尺本身就

是大問題。破除這個迷信﹐捅破這個“怪圈”﹐遠離天邊﹐幹好眼前。 
 

 
過去﹐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無論是郭沫若﹑范文瀾﹑鄧

                                     
13 李伯重﹕〈資本主義萌芽情結〉﹐《讀書》1996 年第 8 期﹐第 63~10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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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翦伯贊﹑呂振羽﹑李達等﹐具體分歧點是有的﹐但作為中國歷

史學教科書派的鼻祖﹐在中國史學意識形態最敏感的精神深處﹐卻

有高度的一致性﹐史學研究與政治立場﹑政治宣傳的一致性﹐對分

期﹑停滯﹑萌芽﹑農民起義﹑清官﹑讓步政策﹑統一和分裂﹑愛國

主義等等﹐具體看法雖不同﹐但都要強調自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

導﹐堅定的共產黨人立場。說是以史為鑒﹐借鑒古代﹐鏡子裡照出

的卻是今人自己的痛癢。改革開放之後﹐不以階級鬥爭為綱了﹐許

多過去的熱點問題﹐人們主動失憶和淡忘﹐甚至倒霉看反面。農民

起義﹑清官﹑讓步政策都有新說﹐反其道而言之。但有的問題﹐不

管提法如何翻新﹐它所涉及的實際問題﹐你繞不過﹐躲不開﹐越改

革開放﹐越如影隨形地糾纏著你。“像分期﹑停滯﹑萌芽三個問題

就是這樣”。“分期”涉及西方的封建社會與中國所說的反帝反封

建﹐各自的起點﹑特徵﹑形成的異同﹔“停滯”涉及中西對比﹐兩

種文明慣性發展的為什麼有如此大的差別﹐中國不是早熟就是停

滯﹔“萌芽”涉及傳統社會向近代工業社會轉變的方式。為什麼資

本主義能從西方中世紀最黑暗的文明中高歌猛進﹐生產方式比我們

落後的日本能從四分五裂的分封制格局中一步走向資本主義﹐讓西

方人特喜歡。而中國一直步履艱難﹐就是今天也不是他們眼中的標

準現代國家。“這三個問題從其涉及的實際問題來講都很重要﹐但

長期以來﹐人們用來研究這三個問題的‘標尺’本身卻存在問

題”。李零就這三個問題進行了鞭辟入裡的具體分析﹕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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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4 李零﹕〈中國史學現狀的反省〉﹐《李零自選集》第 10~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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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上三代中﹐夏根本說不清﹐無文字史可考﹐河南﹑山西的

夏文化仍是一個混沌。商周包括殷雖有了文字史﹐但過去所說的他們

之間的社會﹑制度差異﹐基本根據不足。魏晉派強調了西周之後奴隸

制的發展﹐這是長處。但在中國所謂的奴隸社會﹑奴隸未必多﹐所謂

的封建社會奴隸未必少。奴隸在勞動者中所佔比重﹐更是一筆糊

塗賬﹐中國根本找不到以奴隸為主要勞動方式的社會證據﹐世界

史的研究者也放棄了“奴隸比重”說的立論標尺。魏晉派的“綜合

年代學”﹐將彼此隔絕的文明﹐在同一時間階段﹐應有同步的發展。

不僅勉強﹐牽強而膠柱鼓瑟。中國秦漢的所謂“封建社會”和歐洲式

的封建有根本的不同﹐歐洲封建更像中國的商之後秦國之前的封建。

綜合年代考﹐同年代進行比較﹐非常時興﹐但各種文明的差異之大﹐

類比是非常危險的。戰國派雖然注意到中國歷史的“自然起落”﹐戰

國與秦漢之間中國的社會確實發生了鉅大變革﹐大一統國家絕對不

能與過去的小國寡民同日而語﹐但對這道坎的論述卻常出錯誤。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簡單化應用﹐把“井田制”的破壞歸因於

“開黑田”﹐完全是異想天開。孟子所說的八家共井﹐公田與私田

界限分明﹐實際上是一種理想設計﹐現實中根本就不存在。 
李零的結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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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N. M.賈可諾夫﹕〈三代早期的奴隸﹑希洛人和農奴〉﹐收入《世界古代史研究》﹐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2 年。 
16 馬克堯﹕《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第五章〈農奴與農民〉﹐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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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亞細亞生產方式”說﹐是西方 19 世紀歷史學偏見的組成部

分﹐它的核心是以西方劃線﹐西方從根本上就代表先進文化﹐不管

“中世紀”其表現形式多麼落後﹐但代表了文明發展的方向﹐導向

了近代工業文明的出現。而中國文明﹐秦皇漢武﹐唐宗宋祖再先進﹐

最後卻導向了“停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不能反過來證明﹐

西方先進入資本主義﹐所以﹐西方的“中世紀”的生產力和生產關

係都比其他文明先進。其實在原來的三大文明圈中﹐西歐處於比較

落後的邊緣。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是三大文明聚合衝突裂變﹐

如同基因變異的新物種﹐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種變異﹐戰爭和掠

奪是西方發展永恆的第一生產力。這個世界發展最快的是技術﹐而

殺人技術比其他技術發展更快﹐自火藥發明﹐有科學家計算過﹐武

器的殺傷力提高了上億倍﹐什麼樣的生產力發展能有這樣的速度﹖

瞭解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不去瞭解它的赫赫武功﹐殺人技術﹐根

本就不可能瞭解西方如何將戰爭由國而洲﹐由洲而遍及全球﹐打遍

全球無敵手﹐從落後的邊緣﹐一躍雄起﹐生產力獨步天下。 
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說﹐雖然包含了他對人類文明

早期發展的許多猜測﹐但正如李零對其“混沌”的解構與鑿破﹐

它也就不再具有理論的指導意義。中國面對西風東漸﹐長期形成

的分期﹑停滯與萌芽三大問題纏鬥不清﹐李零指出﹐不同派別的

共同問題就是拿歐洲歷史的一把尺子量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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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明很輝煌﹐生產力獨步天下﹐而近代落後西方﹐這

還需要證明嗎﹖中國傳統社會有其自有的運行機制﹐王朝更替﹐一

亂一治﹐三股力量﹐大一統的國家﹐農民起義﹐西北﹑東北的蠻族

入侵﹔三位一體﹐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每二三百年必來一次。這

種運行機制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用武力一次次打敗中國﹐

中國原有的結構產生了突變﹐這還要用“分期”﹑“停滯”﹑“萌

                                     
17 西嵨定生﹕《中國經濟史研究》序﹐中譯本﹐農業出版社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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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三說去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嗎﹖“停滯”的前提是“分

期”。中國古代社會從未“停滯”﹐甚至比西方先進﹐這是不爭的

事實。說“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這是中國沒有自動導向“近

代社會”的一種批判性思維﹐其實除了西方﹐所有的文明大國都沒

有自動導向“近代社會”。這只需研究資本主義文明產生的自然起

落﹐不僅日本﹐所有的後發國家都有所謂的“停滯”。資本主義從

一點出發﹐迅速覆蓋全球﹐傳播的路徑依賴可研究﹐但和“傳統社

會”的“停滯”無關。中國傳統社會沒有自動導向“近代化”是個

偽問題﹐偽問題用“萌芽”論考量是淺見寡聞﹐言不逮意﹐三大問

題的舊“標尺”本身就有問題﹐李零批判得好﹕ 

明明是歐洲的落後所反映的特色﹐宗教大一統在國家之上﹐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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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國王一大堆。典型的奴隸制和農奴制。蠻族入侵原有的文明成

為失落的文明﹐四分五裂充滿斷裂都成為自古根紅苗正的優越性。如

此的抱蔓摘瓜實際上是抱殘守缺。先有各種文明的碰撞產生資本主義

的變異﹐後有絕對君主制的帝國主義征戰﹐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才是

順理成章的論述。李零用其一以貫之的思想解構了“萌芽問題”。 

 
研究中國的“萌芽”說和研究歐洲的“萌芽”說﹐既有聯繫

又有很大的區別。馬克思的“萌芽”說﹐主要是論證資本的原始

積累過程﹐著眼點是歐洲內部而非外部條件。而中國的“萌芽”

說有中國自身的背景。文革前研究“萌芽”﹐由於毛澤東肯定過﹐

各種論述往往要證明﹐如果沒有外來帝國主義的入侵﹐中國早晚

也會單獨實現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而文革之後﹐“停滯論”大

行其道﹐與文革前正好是兩個極端﹐否定“萌芽”說﹐採取“亞

細亞生產方式”說。在東西方之間劃一條非此即彼的鴻溝。用“萌

芽”說證明中國可以單獨發展資本主義固然不可取﹐但“亞細亞

說”毛病一點不小﹐也是把中國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隔絕開﹐西

方資本主義不來﹐傳統中國就會進入進化死胡同﹐從早熟的文明

到長不大的兒童。李零當時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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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漁獵採集到農耕畜牧再到工業文明﹐人類歷史所經過的生產方

式三大變革﹐全世界概莫能外的發展共性。但就各地具體發生的背景﹐

自然遠近高低各不同。已成共識的是﹐農業的出現也是帶有全球性的

革命。地理大發現時﹐我們這個星球上的“落後文化”並不像歐洲人

最初那樣少多見﹐多所怪﹐把歐洲之外想像得那麼原始古老﹐而且是

絕大多數都已進入農業階段﹐少數沒有進入者﹐也往往是已站在門坎

上。農耕文明的發生﹐當然不會像工業文明的發生一樣﹐一點出現﹐

迅速傳遍全球。但農耕文明有一點和工業文明相同﹐它不可能在全球

同時產生﹐它也有傳播路線。“受到自然環境的苛刻限制﹐最初發生

的地點相當有限﹐是從幾個點先發生﹐然後逐漸形成適應輻射﹐影響

到許多邊緣地區。”農耕文明的傳播路線﹑耦合條件﹑環境限制﹑時

間早晚﹑階梯層次是多元化的﹐當然會有農耕文明的早發型與後發型

的區別﹐早發型與後發型相互影響﹐各有特色﹐隨機耦合﹐已被歷史

證明﹐也有極少地區﹐由於自然環境特別惡劣﹐仍停留在漁獵採集階

段。李零將農業文明的發生與現代工業文明的發生進行了比較﹕ 

                                     
18 傅築夫﹕《中國古代經濟史概論》第一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 年。 
19 周其仕﹕〈對討論我國現實問題時使用“資本主義”範疇的一些認識〉﹐收入

《農村‧經濟‧社會》第二卷﹐知識出版社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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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李零﹕《李零自選集》第 10~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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