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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ņΪѣۤົཌྷ̖ਕା઼̚Ň̝ˬ
Ğࢶപğॹκࡁտ̳Φ ͳ̈ૻ1
改革開放 36 年以後說中國歷史﹐比較中西歷史﹐除非從來沒讀過﹐
繞不開清華大學歷史系秦暉教授著作等身﹐歷史上﹐凡可以拿來跟歐
洲比較的中國好處﹐統統戴好一頂“偽”帽子﹐量體裁衣﹐處處堪堪
《醜陋的中國人》熱衷專制暴政。
ԧࣇۢĎன̼ซ۞ώኳ̰உߏѣّ࣎۞̳ϔ̳̈́ϔ࣎ˠᝋӀ
ᕚ௲็ВТវ۞ỷ⅃҃૦۞Ą҃д͌̚δะᝋ߆טវ۞̚͵ࡔ
1

推薦參閱王小強﹕〈問題提出：歷史哲學超歷史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之
一〉﹐《香港傳真》No.2010~3﹔〈最發達的市場經濟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之二〉﹐《香港傳真》No.2010~36。

Ҙ͞Ďņ̂ВТវŇܜഇд̙߿ېၗĎˠ۞ّ࣎൴ण۞ࢋᅪᘣֽ
ҋଳ֠ďՅۤďҖົďछ̳ۤඈņ̈ВТវŇĄֱņ̈ВТវŇд
̼ܕ࿅ٙ̚۞צᑝĎᄃԧ઼ڱछ็၆ņ̈ВТវŇ۞ӎــؠ
дܑ෪˯ᅲࠎ࠹ҬĄಶගˠͽ˘О෪ēҬͼΟ઼̚۞ߙֱߏޘט
មˠгņன̼ŇĄ2
็઼̚Ϥ̂ٺВТវ˘̮̼ᖐ้ШᑅԺ˭̈ВТវ৸̝̙
൴྿ĎͅӔனࡶ̒ņંனŇপᇈĎӈܑࢬ˯ᙷҬҘ͞ܕЯ࣎វᝋ
Ӏ˯چጱ۞̈ВТវĞՅۤďҖົďଳ֠ďछ̳ۤඈğྋវ۞ޢன
෪ĎΒ߁ņંռѣŇďņંҋϤŇďņંξಞ̼Ň˜Ҍņં͛ޘטءŇ
ඈĄ3

如果我說中國古代市場經濟比歐洲更發達﹖那是官府變相賦稅的
“偽商品經濟”﹐國有壟斷﹐以權謀私﹐與民爭利。
۞ቁĎԧ઼ͧົۤޙދҘ͞ࡔ͵̚ݭॡņથˠŇᄃņથຽŇ
ࢋ߿кĎҭ̙֭ߏᄲԧ઼̚ົۤޙދથݡགྷᑻј̶˵ͧҘ̚͞͵
ࡔՀ൴྿ٕ۰ԧ઼ޙދॡᆊࣃఢޠдགྷᑻϠ߿̚۞አ༼үϡͧҘ͞
̚͵ࡔۤົՀ̂Ąޫޫ࠹ͅĎԧ઼ͽņ͇ࢵܜŇ۞ᝋ˧ࠎૄᖂ۞ءથ
˜Ҍֶ۞عءٺܢপధથďӀથࠎវ۞ņથຽྤώŇ၁ᅫ˯ߏͽ
ڼ۰۞ݻၗ၆ˠϔซҖઙ৶۞Ąֱᝋ๕۰۞ࣇņᙯܼ͗ŇņЯᝋ
๕ͽՐӀŇďņે઼छ̝ߠͽҖঔ̰ŇĄࣇņำҖٺĎᔓᑝٺĎ
2

“像科舉考試選官制度﹑迴避制度與‘現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類似的還有由
於極權國家對於臣民間橫向依附關係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間人際關係‘自由化’表象。我
國很早就存在著臣民之間的‘自由租佃’﹑‘自由僱傭’和‘自由買賣’﹐而很少有西
方那樣的採邑農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對個人的束縛。如果不考慮專制國家對臣民的桎梏﹐
那麼我國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秦暉﹕《問題與主義》411 頁）
3
秦暉﹕《思無涯﹐行有制》75 頁。在《傳統十論》中秦暉重複﹕“傳統中國鄉村社會
既不是被租佃制嚴重分裂的兩極社會﹐也不是和諧而自治的內聚性小共同體﹐而是大共
同體本位的‘偽個人主義’社會﹐與其他文明的傳統社會相比﹐傳統中國的小共同體性
更弱﹐但這非因為個性發達﹑而是因大共同體亢進所致。它與法家或‘儒表法裡’的傳
統相聯繫﹐形成一系列‘偽現代化’現象。”Ğ63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農民中
國》32~33 頁﹐秦暉﹕《問題與主義》350~351 頁﹐再照抄在同書 458 頁﹐等等）
2

᚛̳ڱĎϦռӀĎྭ̋፨ĎጽءξŇĎӀϡᗽᕝгҜдᚮ۞ۋņξಞŇ
˯ซҖሹࣤĄ༊ॡ۞̂؟થݡĎтៃďᜠďਮď੧ďᚫඈĎ˜Ҍଳᚩď
γҖຽĎౌགྷ૱عءٺᗽᕝ̚Ďٕᖐ◱ԝ̼ϠயĎٕซҖኬඁё
ᇈะĎٕ၁Җૻّט੨ĎԆБ̙צᆊࣃఢޠአ༼Ąགྷᑻ၁ᅫ˯ߏ
ڱ؟ҋགྷᑻّኳ۞ņ΄གྷᑻŇ۞˘ԛёĎιٙߏ̙֭۞פৌϒ
۞થຽӀማĎ҃ߏត࠹۞ኬඁĄ4

如果我說中國小農比歐洲農奴更自由﹖那是“大共同體本位的
‘偽個人主義’社會”。5
২ͳഈฟ౹˞̂ВТវ˘̮̼ڼᑅԺ̈ВТវ۞ڱछ็ĄϤ
̈ВТវঐྋጱ۞ņռѣטŇҬͼȈ̶ņனŇĎҭΪߏņંன
ŇĄЯࠎ྆̈ВТវ۞ྋវ֭ܧϤ̳ϔ࣎ˠᝋӀ۞јܜٙĎ҃ߏ
࠹ͅгϤ̂ВТវᝋ˧۞ᎶණٙౄјĄ҃̂ВТវᝋ˧ߊᎶණ̈ాז
ВТវ۞хдౌ̙टĎಶՀ̳ϔᝋӀϠ۞ܜዶг˞Ąٙͽņͅ؟
ڱŇ۞ຍཌྷᄃனّߏ࠹ͅ۞Ą6

如果我說中國科舉政績考核比歐洲分封貴族更公平﹖那是為了加
4

“的確﹐這種本質上是自然經濟的‘命令經濟’與計劃經濟似乎有些相似。它們都排斥
自由商品經濟”（原文黑體﹔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72~173﹑116 頁）。關
於這個問題的展開討論﹐推薦參閱王小強﹕《市場經濟利大＝弊大》。
5
“與拜占庭民法的非宗法化或‘偽現代化’相似﹐秦漢以來中國臣民的‘偽個人主義
化’也十分突出。”（秦暉﹕《傳統十論》90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政府與企業
以外的現代化》70 頁﹐等等）
6
同一本書裡﹐秦暉不斷重複照抄﹕“秦開創了大共同體一元化統治和壓抑小共同體的
法家傳統﹐從小共同體解體導致的‘私有制’看來似乎十分‘現代’﹐但這只是‘偽現
代’。因為這裡小共同體的解體並非由公民個人權利的成長﹑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體的
膨脹所致。而大共同體的膨脹既然連小共同體的存在都不容﹐就更無公民權利生長的餘
地了。……實際上‘偽個人主義’與大一統朝廷的強控制恰恰是互為因果的﹐小農的‘一
盤散砂’正是其得以為官府‘編戶’的條件。若像歐洲中世紀那樣到處是村社﹑採邑或
者像魏晉南北朝那樣盛行‘百室合戶﹐千丁共籍’﹐王朝的‘閭里什伍’之制也就無法
維持了。”（秦暉﹕《傳統十論》317﹑81﹑146﹑317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農民
中國》271 頁﹐秦暉﹕《問題與主義》364 頁﹐再照抄在同書 412 頁﹐等等）
3

強一元化領導的“偽現代性”。
ܕѐֽͽࡊᓝͧᙷטன͛ࠤࢲ̝ޘטءĎ၁ಶညՅۤ็
ͣॡ۞ņռѣטŇд̂ВТវώҜ୧І˭јࠎ˘ņંன̼Ň˘
ᇹĎෳ็ڼͣॡ۞ࡊᓝטд̂ВТវώҜ˭˵ߏņંனŇّ
۞Ąϒтᙊ۰̠ٙēࡊᓝءဈ۞ט൴णᄃᕩ̝ࠎۤົ˯̳Вְચᆧк
̶̍൴ण۞ඕڍĎࣆ̙тՀۡତгநྋࠎטڼৈ࿅ٕޘᏜг
̶౷ءဈᝋЇĎ˫ࢋܲᙋ˘Հࠎะ̚۞˘̮̼ଠט৩Ԕ۞யۏĄ7

秦暉看問題的思想方法﹐實證演繹邏輯﹐邏輯牽引實證﹐具有極
其鮮明的時代特徵。口口聲聲“大共同體”﹐對應的是中國古代大一
統的專制暴政﹐也是中國共產黨的計劃經濟和改革開放。8 與國際慣
7

“識者”是樓勁﹑劉光華﹕《中國古代文官制度》序言裡的一句總結（3 頁）。“正如
在技術層面科舉制容易與現代文官制魚目混珠一樣。從本質上說﹐這是因‘大共同體本
位’價值與‘個體本位’價值都要排斥小共同體的親情邏輯而形成的一種‘偽相
似’。”（秦暉﹕《傳統十論》83~84﹑239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問題與主義》
366 頁﹐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64 頁﹐等等）
8
“中國接受的是從俄國傳過來的馬克思主義﹐即‘俄國化’之後的列寧主義。……中國
由於原來的法家式‘命令經濟’具有更多的農業文明色彩﹐比蘇東的‘計劃經濟’效益
更低。……其建立的體制更多的是帶有傳統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
現的主要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與大轟大嗡的‘運動經濟’。”（金雁﹑秦暉：《經濟
轉軌與社會公正》261~263 頁）“的確﹐這種本質上是自然經濟的‘命令經濟’與計劃
經濟似乎有些相似。它們都排斥自由商品經濟﹐……前蘇聯恢復了村社制度﹐我國雖然
有幾年執行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正確方針﹐但不久就走上了‘社會主義自然經濟’和
大鍋飯共同體的道路。”（原文黑體﹔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16﹑341 頁）
“‘大共同體本位說’實際上是把農民進入公社體制的過程看作是‘國家化’而非‘集
體化’的過程。……而‘公社’這一名稱據劉少奇回憶﹐則是同年 4 月他與其他三位領
導人在南行列車上興之所至‘吹’出來的。……簡而言之﹐改革前中國的農村體制是一
種具有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特徵的﹑有束縛而無保護的共同體﹐它比蘇東那種束縛功能與
保護功能相協調的﹑甚至有保護而無束縛的農業體制更不公平﹔改革前中國的工業體制
是一種大轟大嗡的運動經濟或農民戰爭式的命令經濟﹐它比蘇東式的科學主義計劃更無
效率。”中國“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
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毋寧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與浪漫激情。”
（秦暉﹕《思無涯﹐行有制》76~77﹑101﹑104 頁﹔104 頁的同樣文字照抄在同書 217 頁﹐
4

例接軌﹐轉軌必須變型。既然資本主義帶來現代化﹐西方處處全真﹐
中國樣樣皆偽。再說中國過去如何如何﹐落後挨打了﹐鼻青臉腫了﹐
求爺爺告奶奶割地賠款了﹐摧眉折腰俯首帖耳奴顏婢膝了﹐還不趕緊
脫胎換骨渾身上下臭毛病﹖同樣邏輯適用西方﹕現代化的很多東西﹐
也是從四面八方﹐尤其從中國學來的。陳方正煌煌鉅著現代科學溯本
求源遠古希臘﹐畢竟沒把四大發明打成“偽”。秦暉不耐煩“世界體
系”們發橫炮﹐亨廷頓還承認“文明的衝突”哩。9 如果非說西邊洋
人天生麗質﹐那《醜陋的中國人》無論怎樣努力學習﹐鼻子長不起來﹐
全靠擠眉弄眼﹐命中註定東施效顰﹐哪兒使得上教授那麼高智商﹐幫
忙甄別真偽﹖是故﹐中西比較﹐硬要辨真偽﹐必得論先後。市場經濟
宏觀調控﹑編戶齊民人身自由﹑科舉流官政績考核﹐按發生順序﹐中
國先來﹐歐洲後到。歷史研究抽象掉時間因素﹐屬於清華大學文理兩
科結合的特色﹖10
然而﹐不可小覷了這些獨出心裁的“偽”比較﹐一旦勇氣足夠大﹐
決心足夠大﹐今佛世尊欲說大法﹐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
照樣編織邏輯完美的成套體系﹐表皮上嚴絲合縫﹐雞蛋一樣無懈可擊﹐
不僅“證偽”臭名昭彰的馬克思主義﹐而且顛覆陳舊過時的中西歷史。

˘ďߊгϺ১Ҫ
《漢書‧食貨誌》引董仲舒﹐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
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或耕豪民之田﹐

再用黑體字照抄在秦暉﹕《問題與主義》39 頁﹐等等）
9
“從經濟史專業角度講﹐……從考證的角度講﹐專業漢學家之外談論中國的西方人﹐包
括從馬克思﹑韋伯到布羅代爾這些大家﹐都不免粗疏的。像布羅代爾的書﹐談歐洲自然
很有功力﹐一涉及中國﹐常識性問題一大堆﹐……正是在這點上﹐弗蘭克豈止是激情有
餘而論證不足﹐他幾乎是只有激情而無論證的。”（秦暉﹕《傳統十論》263~269 頁）
10
“歷史學是特別針對演變的研究﹐其著眼點本是時間。”（許倬雲﹕《求古編》六頁）
5

見稅什五。故貧者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這段謠言以訛傳
訛兩千多年﹐11 終於“見稅什五”說﹐被高王凌的實證研究“證偽”
了。由於太多楊白勞不按合同辦事﹐躲債﹑賴賬﹑欠租﹑抗租﹐不計
高額催租成本 — 高薪禮聘穆仁智並諸位武功高手﹐以及建設收租院
＋水牢等基礎設施﹐地主真正拿到手的﹐僅僅僅 30％左右。12 為表彰
這項科研成果﹐秦暉在學術專著的封面題字燙金﹕“過去是以為地主
如何殘酷剝削農民﹐地主階級因此成為中國落後的根源﹐……這些看
法在有了這本書後﹐恐怕都應重新考慮。”13
其實﹐沒有這本書以前﹐秦暉早早“重新考慮”成熟了。不僅“見
稅什五”而且土地兼併﹐都不能過於當真。辛棄疾“千年田換八百
主”﹐〈最高樓〉上詩情畫意。“即使在土地確實相當集中的江南一
帶﹐像顧炎武所謂‘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無田者什九’之類的說法
也未免誇大其辭﹑不能過於當真。……過去的‘天然首長’們出於‘抑
兼併’的需要﹐往往大肆渲染‘商人兼併農人’﹐致使今人也往往對
商業﹑高利貸資本在‘土地兼併’中的作用給予不適當的誇大。”14
1996 年秦暉西狩關中﹐耙梳解密檔案﹐羅列翔實史料﹐搜集統計數據﹐
運算數學公式﹐基尼係數千姿百態﹐實證研究科學結論﹕關中地區自
古以來﹐既無地主亦無租佃﹗
̂ர҃֏ĎჍ̝ࠎņгŇďņ১ҪŇ̙֭ზȈ̶ྒૺĄČČ
ೱήྖᄲĎྍгડΗᇴͽ˯۞ˠ˾ᛳٺҫѣ˿гᄃˠ˾ּͧೀͼ˘

11

譬如害得王莽以訛傳訛﹕“漢氏減輕田租﹐30 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
侵陵﹐分田劫假﹐闕名 30﹐實什稅五也。”（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1 冊 77﹑85 頁）
12
學術專著＝哥倫布磕雞蛋﹐容易﹕“鑒於地主實際取得的地租只佔與佃農約定租額的
七八成左右﹔同時﹐由於地租並不像通常所說佔有產量的 50％﹐而大約只有 40％左右﹔
這樣算下來（70~80％乘以 40％）﹐實際地租率則只有單位面積產量的 30％左右。”（高
王凌﹕《租佃關係新論》177 頁）
13
高王凌﹕《租佃關係新論》封面。
14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74﹑75 頁﹐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5 年 1 期﹔
6

۞̚ྺĎ҃̚ళྺᓁࢍˠ˾ᄃ˿гӮҫ ז80Ʀͽ˯Ąтڍ僅從土地佔有
來看Ď༊г۞ņໂŇ̶̼၁дΞͽᄲߏ̙֖۞ĄČČᙯ̚۞ొڌ
ഺݑďҘొ۞ᆂඡĎ˿г১ҪதౌΪѣ 6ƦĄ15

《田園詩與狂想曲》面對面﹐大眼瞪小眼﹕“關中無地主”﹐16 窮
棒子鬧土改﹐老虎喫天 — 無處下嘴了。找不著地主鬥﹐怎麼暴力革
命﹖於是乎﹐當地黨組織右傾挨批﹐地主“佔地的比例也就成了隨政
治形勢而漲縮的‘海綿數字’。”17 土改左禍﹐禍國殃民。
ࡁտ˿ԼΫ۞ጯ۰˵ధౌۢĎ˿Լॡԧ઼ధкгડౌன࿅ņг
͞পঅኢŇĄΔ͞˘ֱгડᄮࠎώг̙т͞ݑ൴྿ĎଐڶপঅĎ߇г
͌Ēֱ˘͞ݑгડᄮࠎΔ͞˿гкĎгౌд֤྆Ďώгг͌ଐڶপঅĎ

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耕耘者言》248 頁﹐等等。
15
原文黑體﹔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49﹑69~71 頁。“總之﹐無論從史料上
看﹐還是從保存至今的地籍資料看﹐‘關中無地主’— 自然是相對而言 — 並不是土改
前與民國時期才有的現象﹐它至少已存在了二三百年了。”（秦暉﹕《耕耘者言》256
頁）
16
原文黑體小標題﹔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48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耕
耘者言》223 頁﹐等等。
17
“而筆者訪問過的許多參加過土改工作的老同志都記得﹐當時各地都有所謂‘當地特殊
論’﹕北方‘特殊論’認為我們這裡地廣人稀而且貧瘠﹐土地不值錢﹐地主不屑於兼併﹐
所以多自耕農﹐要說地主﹐那典型的都在南邊呢﹗而南方‘特殊論’認為我們這裡地狹
人稠﹐農民惜地如金﹐地主難以兼併﹐所以出不了幾個像樣的地主﹐那大地主都在北方
呢﹗即使同在一省之內﹐那時的人們也常以本地為‘特殊’而認為地主都在其他地
方。……有些‘地方特殊論’曾經招致嚴重的黨內鬥爭﹐但在改革時期的反思中﹐這些
‘特殊論’大都得到了重新評價﹐被認為是有道理的。而這些‘特殊論’之多﹐則足以
使我們反思﹕到底在廣大的中國鄉村﹐是‘特殊’的地方多還是‘一般’的地方多﹖實
際上總體來講﹐在中國傳統農村中﹐自耕農所佔的比重要比我們以往所講的要大得多。
我們將傳統農村理解為佃農的農村恐怕是很成問題的。而更重要的問題在於﹕‘地主’
這個概念在中國具有很大的‘政策彈性’。面對同一現實﹐根據不同的標準圈定的‘地
主’群體規模可以區別很大﹐其佔有土地的比例也就成了隨政治形勢而漲縮的‘海綿數
字’。”（秦暉﹕〈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
2 輯 59~60 頁）
7

߇̙ਕᄃΔ֭͞ኢĒϟඥ˘ֱгડᄮࠎώг˿гໂళሰĎ߇гкҫ˿
гৈĎߏࠎপঅĒকѯ˘ֱгડᄮࠎώг˿гপ۲աĎˠкෳ̝̙҃
ᙸĎಱˠ෴гᙱĎ߇г؈͌ߏࠎপঅĎтѩඈඈĄ˿Լॡ၆ֱņώ
гপঅኢŇ̂кߏଂ߆˯ڼซҖԲෞ̙҃ߏଂ၁ᙋ˯̟ሏĎ၁ᅫ˯֭
̙ਕᅺࣆֱᄲڱĄ҃ņপঅŇ۰˘кĎ΄ܮˠႷк͌ѣߙֱ࿆
ّ˞Ą18

據此﹐秦暉問得智慧﹕“到底在廣大的中國鄉村﹐是‘特殊’的
地方多還是‘一般’的地方多﹖”一般只有一個﹐特殊到處特殊。當
年土地革命《暴風驟雨》﹐氣急敗壞﹐“大多是從政治上進行批評”﹔
如今改革開放雨過天晴﹐心平氣和﹐請大學教授“從實證上予澄清”。
有此智慧一問﹐共產黨“暴力土改”的根基 — 地主剝削農民﹐且殘
酷剝削﹐房倒屋塌了。19
ॲፂԧࣇனдࢍณࡁտ۞ޝкј࠻ֽڍĎˠࣇ࿆ᄮࠎԼࢭॡͽ
݈ᙯٺņгҫгதŇ۞ᄲڱѣ࠹༊̂ྒ۞ޘĄೀͼٙѣ۞ܕഇࡁտ
ౌᄮࠎĎͽ݈۞֤гҫѣ 70Ʀ۞˿гĎྺϔΪҫ 30Ʀ۞˿г۞ᄲ
ڱĎߏ̙ਕјϲ۞ĄČČᙷҬ۞ࡁտޝкĎඊ۰̶۞ژᙯ̚гડĎ̂ໄ
ߏ༊ॡБ઼˿г̶۞ݭгડ̝˘Ą˿Լॡ۞አߤĎᙯ̚ొڌഺݑ

18

“民國時期除官方或有政治背景的非官方調查外﹐還有一些學者為學術目的進行的實證
分析﹐其中也有不少關中式或準關中式的實例。如‘鄉村建設派’一些學者在山東鄒平
等地的調查﹐以及李景漢先生的定縣社會調查等等。據李先生的調查﹐二三十年代定縣
地權分配的不均度並不高﹐自耕農在農戶中佔絕大多數﹐佃﹑雇農都很少﹐而且據說自
耕農仍在增加而佃﹑雇農仍在減少中。這些學者的基本理論及他們根據這些調查所得出
的結論（中國非封建社會﹑無需民主革命等等）﹐是本書作者不能同意的。但對這些調
查資料本身﹐對這些受過近代實證社會學嚴格訓練的學者們提供的統計﹐人們不能置之
不理。”（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02~103 頁）
19
“暴力土改”是對應臺灣和平土改成功經驗的當代學術名稱﹐突出表現共產黨極左與國
民黨實事求是的根本區別。譬如﹐楊奎松特意考察了劉少奇領導“1947 年的暴力土改”
（楊奎松﹕《開卷有疑‧1946~48 年中共中央土改政策變動的歷史考察 — 有關中共土改
史的一個爭論問題》290~356 頁）。
8

гડҘొᚗᗗгડ˿Լ݈гҫѣ˿г۞̶ּͧҾ่ѣ 5.93Ʀ
7.58ƦĄ༊ॡѣņᙯ̚гŇ̝ᄲĄ20
ᓁ̝Ďņᙯ̚ሀёŇ۞གྷរຍཌྷ̙ΞنෛĄČČϒтҰΪࢋ൴ன
˘โ͇ᗵĎಶ֖ͽᙋځņ͇ᗵ˵ѣโ۞ŇĎϺӈᙋંņ˲͇ᗵ࠰ϨŇ
˘ᗟ˘ᇹĄඊ۰ͽࠎĎņᙯ̚ሀёŇ၆ົۤޙދநኢࡁտ۞ຍཌྷ
ࢋ̙дٺགྷរ͞ࢬĎ҃дٺទᏭ͞ࢬĄӈιΞͽᙋંņޙދཌྷ۞ૄᖂ
ߏг˿гٙѣטŇٕņޙދϠயᙯܼಶߏгҫѣ˿гќפг১ͽ
ࣤ݇Ҫྺ۞ᙯܼŇᙷᓝ֖ᅅࢦ۞็ኢᕇĎଂ҃ࠎԧࣇࢦາᄮᙊޙދ
ۤົďࢦາᄮᙊޙދཌྷ۞ώኳఢؠďซҖົۤޙދԛၗጯ۞நّࢦၹ
χฟ˞ទᏭྮޥĄ21

一隻黑天鵝﹐足以推翻“天鵝皆白”的傳說﹔而且舉足輕重﹐足
以推導出顛覆性“本質規定”﹕共產黨的赤化土改﹐天下烏鴉一般黑
了Ą不得不好奇﹐這隻“打開了邏輯思路”的黑天鵝﹐又是如何養成
的呢﹖秦暉興致勃勃告訴我們﹐餵的是極其廉價的“麥客”。
͍ߏᙯ̚ͽҘᙰ̚˘เ˿ԿళӧгડĎҋֽͽځಶѣ̂Բ
זᙯ̚χ̍ഭਣ۞็ĎЯˠ˾࿅౺ᄃໂޘళӧ̼҃யϠ۞ņ༼؞
ّொϔŇĎౄј˞ໂຆᆊ۞౻˧ߵĎֹᙯ̚ˠдࣇࢬ݈ೀͼБϔ
ᝀࠎัĎԛј˞প۞ņ౪މŇன෪。Ҙ̝عϔ̶̙ళಱ࠰ဌņމŇ
20

“1980 年國家統計局曾經以當年的各地土改檔案綜合推算﹐認為全國土改前地主佔有
的土地比例為 38.26％。中央黨校郭宏德教授則根據幾百份統計匯總平均﹐算得 1920~40
年代地主佔有的土地全國平均約為 41％﹐而到解放前夕更降為 32.16％。換言之﹐民國時
期中國土地總量中地主擁有的只佔三分之一左右﹐而農民的土地應該佔一半以上。”Ğ秦
暉﹕〈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2 輯 59 頁）
21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04~105 頁。“我們無意﹑也不可能證明封建社會
都像﹑或大部分都像關中那樣﹐但只要證明封建社會也可以像關中那樣﹐則我們就在邏
輯上面臨一個封建社會再認識的過程。從科學哲學的嚴格邏輯來說﹐有限個數的事例不
可能證實﹑只可能證偽一個全稱判斷命題。這正如看到了一萬隻白天鵝﹐也不足以在邏
輯上嚴格地證明‘凡天鵝皆白’﹐但只要發現一隻黑天鵝﹐就可以證偽‘凡天鵝皆白’
的命題一樣。”（原文黑體﹔秦暉﹕《耕耘者言》240 頁﹐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
年 1 期）
9

ќ౪Ď̏࠹ڻј௫。ČČϔ઼ѐมᙯ̚Ҙొኛņ౪މŇќ౪۞ன෪Հࠎ
࿆Ď҃ͷߏــϤՅ̄ࢬĎะវဌኛĄϤٺઇڱೀͼ࿆̈́Чล
ᆸĎ˿Լॡг͞ᛨ؎അܝఢؠĎဌņ౪މŇ̙ზࣤ݇Ą22
ְ၁˯Ďֱņั̍ŇᄃˠมкѣֶܢᙯܼĎѣజˠჍࠎᏐଜ
ٕņ̓ڈŇĎΪගಙฺ̙;̍ྤ྿ˣѐ۰Ēѣࠎᝋ๕۰Ӏϡೋ๕˧ֹ࢝
ᆊ߿۰ĒтѩඈඈĄ23

幹活＝要飯﹐而且“不算剝削”Ą秦暉舉報的“關中模式”黑天
鵝﹐原來是讓別處地主剝削農民（或地不夠種﹐或地租太高﹐種了不
夠喫）染黑的Ą有意思的是﹐改革開放以後﹐新時代的傳統“麥客”
又來關中打工了﹐而且有好事者拍了照片﹐出了影集﹐寫真一窮二白。
這回《田園詩與狂想曲》的作者不高興了﹐秦暉罵秦暉義憤填膺﹕“一
些人把貧困當做牧歌來欣賞﹐”
۞ቁĎϠ߿дԼࢭฟֽٸᓄၷ۞ݱξ̚۞ˠࣇĎྺొڌՅ۞ˠࣇĎ
Β߁т̫జෛࠎԼࢭᆊٚצ۰۞˭૯̍ˠďజෛࠎऴ๕ཏវ۞ྺϔ
̍Ďऻُౌᙱͽຐည༊̫͵ࠧ˯ᔘѣтѩņຆᆊŇ۞౻જēధк౪֙މ
ࡴņᖼಞŇ˘ֽ˭؞Ďљੵ˞ྮ˯܅၁ᅫ֭ٙĎࠤҌᔘņᓪŇĎ
ࣇဦ۞ߏצဌഇมņგฺŇ҃̏ĕņńօօŅĞ˥ğଲᙱĎ࣎
և̄ĄŇ24

“關中模式”的田園詩“證偽”暴力土改的狂想曲﹐秦暉強調
“經驗意義不可忽視。”改革開放以來﹐東莞市外地民工經常相當本
地戶籍人口若干倍。市場調節勞動力資源最優配置﹐商店﹑旅店﹑飯

22

“直到今天﹐‘麥客’仍然在金秋的關中田野裡顯身手﹐同時帶來若干社會問題。”（秦
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54~55 頁﹐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 年 1 期﹔同樣
文字照抄在秦暉﹕《耕耘者言》225~226 頁﹐等等）
23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56 頁﹐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 年 1 期﹔同樣
文字照抄在秦暉﹕《農民中國》55 頁﹐秦暉﹕《耕耘者言》228 頁﹐等等。
24
秦暉﹕《農民中國》56 頁。
10

館﹑警察等第三產業﹐多為本地居民的營生。25 春節期間工廠歇工﹐
“外來常住流動人口”人去樓空﹐這時候趕來實證研究﹐訪貧問苦﹐
資本家剝削工人不在話下﹐就東莞（關中）說東莞（關中）當地居民﹐
根據產權定義的階級分化和階級矛盾不典型﹐凸出醒目的是少數權貴
利用職權方便多喫多佔。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奔赴四川﹑貴州等勞力
輸出大省實證研究﹐青壯年男女外出打工﹐一年四季不著家﹐平日村
莊裡剩下幾個老人和眾多兒童﹐階級鬥爭越發熄滅了。
ѣயĞϠயྤफ़ďࢋ˿гğ۰ᄃய۰۞၆ϲሀቘĎ҃ѣᝋĞ֗
Њّপᝋᄃ߆ڼᝋ˧ğ۰ᄃᝋ۰۞၆ϲࡎĄҪࡎೀͼ̙хдĎ
ัࡎ˵̙֭፬ধĎ҃ءĞᄹğᄃπϔ۞ࡎள૱ღૺĄ
ٺૄޙϠயྤफ़ٙѣטĞ͍˿ߏгٙѣטğ۞ล৺̶̼ሀቘĎ҃
ٺૄޙˠֶ֗ܢᙯܼĞڇ~ڼଂᙯܼğ۞ඈ৺̶̼ໂࠎᔿځĄņྤ
யĞΒ߁гயğ̶੨Ň۞ໂ̶̼̙ޝ൴྿Ď҃ņᝋ̶੨Ňďņ֗
Њ̶੨Ň۞ໂ̶̼ள૱ыዟĄ26

東莞模式特殊嗎﹖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深圳﹑廣州﹑上海﹑
北京﹐祖國大中城市概莫能外。民工來來往往﹐春去冬藏﹐“主雇衝
突也並不激烈”。工人階級兩頭不照面農民學教授﹐實證研究哪隻天
鵝不黑﹖視而不見流動人口（麥客或民工）﹐就東莞（關中）說東莞
（關中）﹐改革＝分家。姓資姓社（分不分家）不成問題以後﹐核心
正義是要分得公平。27 關中既無地主亦無租佃﹐“關中有封建”﹗28
25

推薦參閱廣東外來農民工聯合調查組﹕〈精英移民與新興大城市戰略 — 廣東省外來
民工調查報告〉﹐《戰略與管理》1995 年 5 期 112~120 頁。
26
秦暉﹕《耕耘者言》233 頁﹐原載《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 年 1 期。
27
把改革理解成分家﹐是秦暉思想的核心概念。“計劃經濟實質上是一種‘交易權利’
高度集中的經濟﹐而市場經濟則是交易權利高度分散的經濟﹐因此從前者向後者的轉軌
類似於一種‘分家’過程（無論是否存在對資產的有形分配）。在這裡﹐分不分家是一
回事﹐分家分得公平不公平又是一回事。”（秦暉﹕《思無涯﹐行有制》111~112 頁）
“我曾把新舊體制轉換的改革比喻為舊式大家庭的‘分家’。在這之前﹐要不要分家是
個重要問題﹐而在分家完成後﹐新的小家庭面臨的冷清﹑孤立﹑風險等等也是重要問題。
11

與東莞村鎮幹部以權謀私一樣﹐不是靠產權﹐而是靠權力﹐巧取豪奪﹐
魚肉鄉里。既然改革開放＝計劃經濟轉軌市場經濟＝社會主義變型資
本主義＝現代化＝靠產權合法謀利﹐官方貴冑（及其家屬）以權謀私﹐
與民爭利﹐政治專制當然人民公敵。
改革開放 36 年﹐所謂“農民工”早已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主力﹐
在建築﹑製造﹑出口加工﹑交通運輸﹑清潔衛生等行業﹐承擔了大部
分藍領工作。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裝修﹑搬家﹑倒垃圾﹑掏大糞﹑
燒鍋爐﹑郵件快遞﹑洗衣服做飯﹑醫院伺候病人﹐哪一樣﹑哪一天離
得開“農民工”﹖更別提大街小巷的商店﹑旅店﹑飯館﹑書店﹑報攤﹐
數以千萬計搓背﹑揉腳﹑洗浴﹑按摩﹑髮廊以及掃過來打過去的性服
務。明明妓女在城裡當街羞辱示眾﹐貼一張“三農”標籤﹐全屬另類﹐
歸慈善機構 — 農民學了。在這個意義上﹐“三農”是個偽命題。所
謂中國農民學﹐不過類似香港菲傭學﹑沙特外勞學﹐大部分人口邊緣
化是社會良心的羞恥。與“關中模式”家家僱用“麥客”相同﹐諸位
教授回家役使“小保姆”﹐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的中產階
級﹐想都不敢想。“不算剝削”可以﹐也不算 GDP﹖湯因比說得好﹕
“熟悉是麻醉想像力的鴉片。”29 何必爭論什麼看不清摸不著的基尼
係數﹐單說臉對臉揉腳按摩等肌膚相親的 PPP —“平價購買力”﹐祖
國新中產人上人的“幸福指數”遠遠超過所有老牌發達國家了。國有
企業窮廟富方丈“減員增效”﹐全靠多少錢算工齡“一腳踢”﹐長期
下崗﹑提前退休﹑失業救濟﹑“大病統籌”﹑住房改革﹑不幹活按月
但在這兩者之間﹐如何分家﹑怎樣公平地分家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其實在今日的中
國﹐‘改革’與‘保守’之別乃至‘激進’與‘漸進’之別並不是很重要。這有一比﹕
當一個宗法式大家庭難乎為繼時﹐可能發生的最具爆炸性的矛盾往往不是要不要‘分
家’之爭﹐而是怎樣分配‘家產’之爭。這也就是公正問題。”（秦暉﹕《問題與主義》
2﹑426 頁）
28
原文黑體小標題﹔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57~65 頁﹐原載《中國經濟史研
究》1993 年 1 期﹔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耕耘者言》229~238 頁﹐等等。
29
湯因比﹕《文明經受考驗》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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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拿最低生活費等等﹐多種到位或不那麼到位的福利和保障。富士康
“連環跳”統統跌出學術研究的框架之外﹐猶如春節期間“外來常住
流動人口”回家大團圓﹐城裡鄉下﹐兩頭樂融融﹐實證研究哪家工廠﹑
哪座城市﹐從哪裡看得出來﹐越來越和諧不下去的“田園詩”﹐與上
崗民工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有什麼直接聯繫﹖
秦暉撰文〈不要民粹主義﹐但不能不要“人民”〉— 熟視所以無
睹﹐所以加引號。30 秦暉教授“關中模式”毋庸無中生有鬥地主﹐前
提是忽略不計實證研究不在現場的“麥客”﹐視而不見今天“東莞模
式”的民工。

˟ďņ˵̙ߏ̦ᆃ˿гࣘ׀Ň
從“關中模式”一隻黑天鵝到天下烏鴉一般黑﹐鼓舞實證研究振
奮精神﹐以小搏大 —“證偽”﹐以少勝多 — 史料不夠邏輯湊﹐以假
亂真 — 事實不符推理順。順理﹐自然﹑必然﹑篤定成章。從批判土
改順藤摸瓜從來權貴欺辱平民地主﹐從計劃經濟溯本求源大一統專制
政權﹐越說越順﹐舌頭越軟嘴越滑﹐打源頭上﹐壓根兒沒有土地私有
（買賣）。
઼̚۞̂˘ؕٺ২Ď҃ᙯٺಧૻ˞ؠ২̝ૄ۞થᅰតڱĎ࿅ΝΫ
ጯࠧѣ࣎ᇾ۞ኢᕇĎӈથᅰᗼ̡ϣďฟҙࢪ҃ଯҖ˞ņ˿гռѣטŇĎ
т̫Ϋጯ̪ࠧિѩᄲ۞ڱˠُ̙̏кĎЯࠎ 1970 ѐͽֽˠࣇଂ
Ⴢг˿২ᖎᄃ̌ܦ˿۞২ᘗ̏̚ځቁۢ২ഈ၁Җ۞ߏᚑॾ۞
઼छг̦ߏ̙҃טᆃņ˿гҋϤ෴ŇĒ҃ˠࣇଂĮથӖ३įďĮᔹ
̄ܧį˘ᙷ͛ᚥ̚˵̙ᙱ൴ன২གྷᑻ߆ඉ۞ϫᇾߏņӀ˘͋Ň۞઼
छᗽᕝĎ̙҃ߏϔมᚮۋĄ31
30

秦暉﹕《天平集》94~99 頁。文章核心強調“不要寡頭主義﹐但不能扼殺菁英。”
秦暉﹕《傳統十論》79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同書 314~315 頁﹔再抄在秦暉﹕《農民中
國》268~269 頁﹐秦暉﹕《思無涯﹐行有制》74 頁﹐秦暉《問題與主義》363 頁﹐秦暉﹕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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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簡展現《秦律》婆婆媽媽﹐事無鉅細﹐包括及時報告墑
情﹑災情﹐有田不種照繳賦稅﹐禁止砍伐山林﹐禁止捕獵幼獸﹑幼鳥
和鳥蛋﹐不許堵塞水道﹐農村居民不得賣酒（浪費糧食）﹐修柵欄擋
牲口啃莊稼按田畝多少出人工﹐養雞遠離倉庫﹐喫了狗肉上繳狗皮等
等﹐32 還有青川木牘規定耕地（田）與休耕地（萊田）分開等等。33 行
政指令無所不致﹐事事規定﹐時時干預﹐比計劃經濟還計劃經濟。
從世代井田到分田單幹﹐集體勞動的胎衣﹑臍帶﹐剪不斷﹐理還
亂﹐拖泥帶水管理山林﹑草場﹑池塘﹑礦山的各項規定﹐斷骨連筋使
用公家耕牛﹑農具的有關獎懲﹐尤其哼哼教導過去缺乏勞動積極性﹑
未曾獨立經營操過心的文盲農奴何時怎樣播種﹑何時怎樣耕耘﹑何時
怎樣倉儲﹐相信參加過 1980 年代包產到戶改革的﹐不僅容易理解﹐而
且頗感親切﹐甚至由衷欽佩﹗一句話沒說完﹐怎麼就土地私有“如今
史學界仍堅持此種說法的人怕已不多”了呢﹖
譬如秦暉自己知道得比誰都清楚﹐秦暉盛情禮讚自己的恩師趙儷
生﹐抗戰投筆從戎﹐反右“陽謀”中招﹐勞改九死一生﹐從農民戰爭
轉攻《中國土地制度史》﹐34 秦簡出土以後﹐繼續高度評價商鞅變法
《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60 頁﹐等等。
32
參見《睡虎地秦墓竹簡》。
33
“1979 年春﹐四川省博物館在青川縣 54 號戰國秦墓中﹐發現木牘兩件﹐內容是秦國政
府對於土地上設立‘封溝’的規定。這一規定的主要目的是將現耕地（‘田’）與休耕
地（‘萊田’）區別開來。以法令的形式保障爰田制形式的存在﹐同在《睡虎地秦墓竹
簡》中反映出的政府對土地耕作﹑經營等各個方面均有詳細規定一樣﹐目的在於提高農
業生產的產量。……這雖然是對土地私有權的干預﹐但絕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私有的性
質。”（林劍鳴﹕《秦漢史》112 頁）
34
“我的研究生導師趙儷生先生是老一代清華菁英。他 1930 年代就讀清華外語系﹐‘12‧
9’時代是北平左聯與北平學聯同仁﹐編輯過著名的《清華週刊》﹐曾與鄭天翔﹑姚依林﹑
王瑤四人擡棺遊行﹐在學潮中十分突出。抗戰爆發後他與不少清華學子投筆從戎﹐到山
西投身中共領導的游擊戰﹐後來轉到大後方從事文化事業﹐成為 40 年代知名的左派史學
家。學術界公認他是中國農民戰爭史﹑土地制度史這兩門左派色彩濃厚的‘新史學’學
科的開創者。我也就是跟他學習這兩門學問而踏入農民學研究這一行的。但在後來‘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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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土地私有（買賣）的里程碑意義﹐並且提前在 1984 年﹐預先批駁了
秦暉博士學位到手以後﹐借誇大政府干預來否認土地私有﹕
ռѣטϤ̼Шஎ̼൴णĄ̼Ď̼̦זᆃޘĔஎ̼Ďஎ̼ז
̦ᆃޘĔ྆ٙᏜ۞̼Ďಶߏᄲռѣטଂ˘ฟؕಶዎ࿃ᅪᘣĎዎ࿃
̳ѣטണዶ۞ᅪᘣĎֹι̙ਕ爽利гซˢռѣטĎ҃ߏࢋᛸధк̳
ѣטണዶ۞ڪՒĎགྷ።˘࣎ྵ۞ܜॡม߱རĎ̖ᖼ̼ࠎռѣטĄ
дથᅰ̝݈Ďռѣᝋ̏གྷѣٙශ܂Ēдથᅰត̝ڱॡĎιז
˞ڱᝋ۞͚҃ዮĒдથᅰតޢ̝ڱĎι̪ົ߆ޢͽזצᝋ۞̒Ą
၆̒࣎ٺԧࣇࢋٱᗕࢦᄮᙊĎ̙̒टӎᄮĎҭ̒ᓁߏ̒Ď̒
˘ੱ̝ࢋ̪ޢഴੜĎ҃˿гռѣᝋ۞ӣཌྷҡᐌռѣ۞ົۤטШ݈൴
ण҃ు႙எ̼ĎČČ
ۡזથᅰ༊߆۞২Ď̖̂˧ੵᖞ۞॰॰Ďֹ˿г෴ͽ࿆̼ď
Ъ̼ڱĎᇹ˿гٙѣᝋ̖ѣ˞၈າ۞ຍཌྷĄଂѩͽޢĎٙᏜņ̳ϣŇ
۞ߏ઼छռѣ۞˿гĎٙᏜņռϣŇߏռˠռѣ۞˿гĎྫྷ̳ۤޢ
ഇ۞ņ̳ϣŇďņռϣŇĎ̏གྷԆБߏΩγ˘аְ˞ĄČČЯѩԧࣇᄲĎ
ņᗼ̡ϣďฟҙࢪĎϔ෴Ň̙ߏ˘୧ᐌᐌࢨࠧ۞ܮܮĎ҃ߏ˘୧嚴
35

重ຍཌྷ۞ࠧࢨĄ

譬如楊寬《戰國史》﹐隨出土文物與時俱進﹐從 1955 年的 280 頁
修訂到 2003 年的 738 頁﹐36 特意把睡虎地秦簡和青川秦牘當成土地私
有﹑土地買賣﹑政府保護私有產權和貧富分化的有力證明。37 譬如林
的年代裡趙先生這個真誠的左派學者遭遇卻非常坎坷。他在‘反右’中身陷‘陽謀’﹐
差點死在西北荒漠中的勞改場﹐愛女身亡﹐自己一度沒了公職﹐落到衣食無著的地步。
儘管如此﹐他的信仰仍然如故。我們都感嘆於他的執著。”（秦暉﹕《思無涯﹐行有制》
213 頁）
35
原文黑體﹔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9﹑241﹑219﹑381 頁。
36
推薦參閱楊寬﹕《戰國史》1955 年版和 2003 年版。
37
譬如〈雲夢秦簡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農業政策〉說﹕《徭律》“有田其旁者﹐無貴賤﹐
以田多少出人”一條﹐“從此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朝廷的禁苑和官家的馬牛苑旁邊﹐
也存在‘有田者’﹐不論貴賤﹐可以佔有多少農田。這有力地說明當時土地私有制的廣
15

劍鳴《秦漢史》﹐38 栗勁《秦律通論》﹐高敏《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
史探討》﹐39 陳守實《中國古代土地關係史稿》﹐李零《自選集》﹐40
李文治﹑江太新《中國地主制經濟論》﹐崔瑞德﹑魯惟一《劍橋中國
泛存在。……說明當時貴賤等級和佔田多少已經很不一致﹐只能按有田多少出人而不論
貴賤了。……秦律把私自移動農田的疆界看作‘盜’的行為﹐要判處耐刑（剃去鬢髮）﹐
但允許出錢贖刑﹐戰國﹑秦﹑漢之際﹐法律條文所說的‘盜’和‘賊’﹐含義和後世不
同。‘盜’是指侵犯財產所有權而言﹐‘賊’是指傷害別人的人身而言。……秦律防止
侵犯土地所有權﹐這樣從百畝田的周圍開始﹐說明秦的統治者十分重視保護小塊的土地
所有權。”譬如〈釋青川秦牘的田畝制度〉說﹕“青川秦牘所載田律﹐規定以‘百畝為
頃’為單位而修築‘封’和‘埒’﹐就是用作土地所有權的標誌﹐”在佔田多少與身份
貴賤已經不一致的情況下﹐每年按時“整修田地的封疆﹐十分清楚﹐主要目的在於維護
土地所有權。”（楊寬﹕《楊寬古史論文選》24~26﹐38~39 頁）
38
“秦始皇 31 年（前 216 年）秦王朝政府‘使黔首自實田’﹐就是運用政權的力量在全
國範圍內掃除障礙﹐促進封建土地私有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措施。我國史學界有人認為‘它
標誌著在戰國以來封建土地私有制發展的基礎上﹐進一步在統一的全國範圍內確認了封
建土地私有權’（郭沫若﹕《中國史稿》2 冊 121 頁）。……‘使黔首自實田’的意義在
於﹕令全國百姓（黔首）將自己所有的土地 — 包括田地與休耕地（即‘田’與‘萊田’）
如實上報。這表示﹐今後國家不再干預私有土地使用情況﹐不再規定必須有‘田’及‘萊
田’的明確劃分。這就無異於宣佈‘爰田’制的徹底廢除。翌年﹐秦始皇在碣石刻石中
曾記下這樣幾句話﹕‘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併來田﹐莫不安
所’。……按‘產’即指農業生產﹐來田即萊田。‘久併來田’者﹐謂政府將以前強行
規定分開之‘萊田’與‘田’合併起來﹐不加干涉。由於取消了這種‘爰田’制的殘餘﹐
減少了政府對私有土地的干預﹐於是‘男樂其疇﹐女修其業’﹐‘莫不安所’而歡欣鼓
舞了。從秦簡和其他文獻資料中也可以看出﹕自秦始皇 31 年以後﹐政府對土地私有權的
干預明顯地減弱。”（林劍鳴﹕《秦漢史》113~114 頁）
39
“至於秦簡所反映的秦國國有土地制的事實﹐則尤其多。……因此﹐商鞅變法後的秦國﹐
確是‘民得賣買’的私有土地制度和國有土地制度並存的格局。後來﹐私有土地制度﹐
雖然通過賜爵制度中的土地賞賜與社會上的土地買賣而日益發展﹐並使封建的國有土地
的數量日益下降﹔但是﹐直到秦王朝時期﹐這種封建的國有土地制是依然存在的﹐以致
秦王朝的統治者﹐可以大講什麼‘六合之內﹐皇帝之土’這類誇耀之辭﹔國家手裡仍有
土地可以賞賜給立有軍功的將士﹔也可以無限制地擴大封建帝王的園池苑囿﹐如上林苑
便有大量的空棄地﹔還可以專設‘少府’之類的官吏﹐‘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其
養’。”（高敏﹕《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探討》2~3 頁）
40
參見〈論秦田阡陌制度的復原及其形成線索〉和〈《商君書》中的土地人口政策與爵
制〉兩篇專論﹐169~19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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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漢史》﹑《張傳璽說秦漢》等等﹐41 討論的問題﹑側重的角度不同﹐
不同程度涉及睡虎地秦簡。有關秦簡的論文專著汗牛充棟﹐有一點足
以肯定﹐能夠脫口大話“如今史學界……人怕已不多”者﹐秦暉表揚
秦暉確實罕見。42
ᜠጡͱਆ۞னߏߋࡌॡ۞˘І̂۞ထॡ۞ְଐĄ
ѣ˞ᜠጡͱਆͽޢĎ࿅ΝϏฟጩ۞˿гனдΞͽฟጩ˞Ē̏ฟጩ
۞˿гϤٺΞͽஎਆĎќᘥณ˵ᆧк˞ĄᇹĎϠய۞൴ण˿г۞ฟ
ᜥĎ˫͔˞Ω˘ထॡ۞ְ̂ē˿гռѣ۞טனĄ
̡ϣ۞טᆿੵ֭ܧϤ࣎˘ߙٺˠ۞ૺĎ҃ߏϠய൴ण۞ඕڍĎߏ
ҋгᆿੵ۞Ąд̡ϣ۞טଐ˭ڶĎ˿г۞ฟጩϤٺϠய˧۞ࢨטĎߏ
ѣ˘ؠᇴณ۞ĄČČ༊ॡĎੵ˞ֱ֤̏གྷฟ۞͞гͽγĎ՟ѣҾ۞
г˞Ąдֱ͞г۞ಛౌߏਣгĄ҃ϤٺϠய˧۞ࢨטĎࢋາฟਣ
г˫ޝӧᙱĎٙͽĎ̡ϣޘטҁჯĄČČҭҋଂᜠጡன̝ޢĎϠ
ய˧Ш݈൴ण˞Ďฟ˞ధкਣгĎன˞ռѣ˿гĄČČռѣ˿г۞˘
࣎ࢋ۞ᇾᄫಶߏΞͽ෴ĄČČߋࡌϐѐĎಶѣ˞˿г෴Ąдѩ
̝݈Ď˿гߏ̙ਕ෴۞ĎЯࠎ˿гߏ̳ѣ۞Ą˞זጼ઼Ďາฟ۞˿г
ಶՀк˞Ď˿г෴˵Հΐкֽ˞Ą઼ֱ˘۞͞ڌछॡ̙̏хд̡
ϣ˞ĎҘ͞۞২˳ྵܲĄֽޢ২઼ѣથᅰតڱĎӈᆿ̡ϣďฟҙ
ࢪĄ43
41

商鞅變法“明令‘廢井田﹐開阡陌’﹐‘民得賣買’﹐把土地所有制自發的轉變過程
變為自覺的過程﹐使秦的以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封建地主經濟迅速得以確立並發展。在
《睡虎地秦墓竹簡》中有關於‘授田’的律文﹐這只是反映秦在戰國後期仍保有部分國
有土地﹐西漢前期也如此﹐並非土地所有制的主流。”（《張傳璽說秦漢》16 頁）
42
“在經濟史界又有論者把中國傳統經濟研究分為三派﹕筆者被列為‘權力經濟’論者﹐
美國學者趙岡等被列為‘市場經濟’或自由經濟論者﹐而國內經濟史界的主流則被列為
似乎是局於二者之間的‘封建地主經濟’論 — 這種經濟似乎既沒有趙岡等人說的那麼
自由﹐又沒有筆者說的那麼帶有強權性質。”（秦暉﹕《傳統十論》91~92 頁）
43
“只有發現了鐵﹐牛才可能應用於生產。木犁不結實﹐不能用牛拉。……鐵犁入土很深﹐
人拉不動﹐就得用牛拉。所以﹐鐵器和牛耕的出現﹐是生產上的一件大事。我認為﹐最
先是從東方發展起來的。齊國本來手工業﹑畜牧業﹑漁鹽都比較發達﹐有了鐵器之後﹐
17

鐵器＋牛耕 → 廢井田﹑開阡陌﹐土地私有（買賣）自然而然。
在生產力發展推動社會進步的基礎上﹐秦律專家栗勁看得清楚﹕商鞅
變法用分田獎勵耕戰﹐“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
九畝。”44 到嬴政即位前 109 年時間中﹐《秦本紀》記載“秦除了同若
干殘存的小諸侯國和西戎﹑巴﹑蜀少數民族作戰以外﹐同六國共作戰 65
次﹐
……斬首 129 萬﹐
拔城 47 座﹐
攻佔的領土共建立了 14 個郡。”45“戰
國中期秦國已有五個‘方千里’的廣袤土地﹐佔當時整個中國的三四
分之一”。46 用吞併的土地獎勵軍功﹐“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
富。”47 不說“公田”裡幹活出工不出力﹐抑或乾脆逃徙他處墾殖等
諸多封建瓦解因素﹐單說征服他人土地獎賞臣民軍功﹐普世普適。同
期歐洲羅馬帝國的擴張﹐也是給士兵分配搶來的土地。
ՏѨጼౌۋຍקӌ׀Հк۞˿гͽֻ٤തĄ48

農業也發達了。所以齊桓公首先當了霸主。……原來﹐土地是屬於公社﹑國家所有的。
有了鐵器之後﹐個人就可以開荒。這種新開出來的土地不屬於國家﹑天子﹑貴族所有﹐
而是誰開的就屬於誰﹐變成了私有。於是﹐井田制就逐漸被破壞了。……因為這是我用
自己的力量個人開墾出來的﹐我不願種了﹐可以賣出去。……生產力發展了﹐出現了鐵
器﹐到處都可以開墾新的耕地﹐有沒有井田關係不大了﹐統治者再也不能讓所有的農民
都不移動了﹐於是﹐井田制度就難以維持下去了。同時﹐生產力發展了﹐也就不一定要
幾家在一起進行共耕。原先﹐一個簡單的犁﹐一個人是拉不動的﹐必須三五個人一起拉。
後來﹐生產力發展了﹐出現了牛耕﹐把牛和犁結合在一起﹐就可以不要共耕了。此外﹐
土地多了﹐也就不需要井田了。公社就這樣崩潰了。”（楊向奎﹕〈中國奴隸社會和初
期封建社會〉﹐呂振羽等﹕《大師講史》上冊 162~163﹑212~213 頁）
44
《商君書‧境內》﹐高亨﹕《商君書註釋》152 頁。
45
栗勁﹕《秦律通論》46~47 頁。
46
孫皓輝﹕《大秦帝國》4 部下卷 574 頁。
47
蔡澤說﹕秦孝公用商鞅“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
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
威諸侯﹐秦國之功業已成矣。”（《史記‧范雎蔡澤傳》79 卷﹐《廿五史》274 頁）
48
“羅馬兵源乃從羅馬自耕市民的非長子中徵召。這些非長子們沒有繼承權﹐只有靠從軍
征戰去為自己贏得土地﹐同時也只有這種方式為自己謀得片草寸土後他們才有資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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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ޢјࠎņ࠱ޓŇ˘ෟ۞ٛ˚ᄬߏņimperatorŇĎಶߏ۞ຍ
ޥĄČČᘲ̀һдࣇڇԝϠඕՁౌޢഇ୕ᒔаಡĎ҃˘ਠֽᄲ
ฤග̟ࣇ۞аಡౌߏ˿гĄଂ࠻ֽొ઼̰ޓĎֱ̀һ࠻ֽѣֱ
ည 20 ͵ࡔ͐ઙ۞൘͉ೇ઼ཌྷĄଂ֖ૉᅈ۞г͞ϡЪዋ۞୕ᅈᙡ
ֽ࠻Ďࣇٙᒔ۞˿гҬͼߏ۩ཉ۞Ą49

與國際慣例接軌﹐說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三皇五帝﹐哪朝
哪代﹐打天下的時候﹐不是從邊緣一隅開疆擴土﹐鯨吞蠶食﹖曾幾何
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著萬國”。→“湯放桀而復薄﹐三千
諸侯大會。”→“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地﹐越拓越廣﹔
王﹐越打越少。到了春秋戰國﹐越發弱肉強食﹐“亡國相望﹐囚主相
及”。50“《荀子‧仲尼》說齊桓公‘併國 35’。《韓非子‧難二》
說晉獻公‘併國 17﹐服國 38’。
《史記‧秦本紀》說秦穆公‘益國 12’。
《韓非子‧有度》說荊莊王‘併國 26’。《呂氏春秋‧貴直論》則說
‘後荊國兼國 39’。”51……

充分的羅馬公民權。羅馬武力的秘密全在於此。”（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
政策‧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會原因》10 頁）
49
“幾個世紀以來﹐軍隊給予士兵的土地都在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地區﹐而意大利總是安全
的。”（詹姆斯‧奧唐奈﹕《新羅馬帝國衰亡史》105 頁）“軍隊在名義上也歸皇帝統轄。
為贏得士兵支持﹐皇帝向退伍軍人發放退休金還分給一份土地。西班牙的羅馬化﹐在很
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那裡安置了大批退伍軍人﹐這些人辦起農業莊園。”（彼得‧李伯賡：
《歐洲文化史》上冊 62 頁）
50
《呂氏春秋‧觀世》﹐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下冊 400 頁。
51
各諸侯國不僅相互搶佔土地乃至吞併﹐而且紛紛向周邊開疆拓土。“《史記‧秦本紀》
上說﹕‘穆公 37 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 12﹐開地千里﹐遂霸西戎。’齊國當時在
東南和西北方面﹐也有很大的發展餘地。《國語‧齊語》上說齊桓公‘即位數年﹐東南
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率服 31 國’。……大約百年之後齊滅萊夷﹐
國土更擴大了一倍以上。晉在中原北部﹐長期與戎狄雜處﹐獻公‘併國 17﹐服國 38’﹐
多為戎狄之地。至於楚國﹐東﹑西﹑南三面概無強敵﹐‘兼國 39’而成為地方數千里的
南方大國。”（程念祺﹕《國家力量與中國經濟的歷史變遷》11~12 頁﹔《呂氏春秋‧
貴直論》的數據為筆者據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下冊 626~627 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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ߋࡌጼ઼̣Ѻкѐมߏᖞ͵ෳາᎸءဈΑ߆ᝋ̢࠹
ϹആॡഇĎ˵ߏᙷг̢࠹ᖼ̼ॡഇĄ
Чኜ˞ࠎ઼ܭΐૻጼ˧ဳۋᜦᝋĎ၆ˠϔણ̈́дጼಞ˯ઇ
ᚥ۰ଳҖခᐽ߆ඉĎጼΑ̟̂̈˿гĄᙯܼՏͅߍٺ༊ॡˠ۞
ኢᄲĄтĮგ̄Ćˣ៍įٙēņ։ϣ̙дጼ̀Ďˬѐ҃һऴĄŇಶߏ
ᄲࢋຐಱ઼ૻһಶጼ̀ͽ˿гĄтĮᔹ̄ܧĆֹįٙᄲēņౘৈ
ϣӀшĎٙͽᐽጼ̀˵ĄŇӈӀϡϣڱခᐽጼ̀Ąॡޝк઼छଳҖ
˞߆ඉନ߉Ąтᗬ઼ĎԯଂϣޘטࠎؠĄፂĮਰ̄Ćᛉһįē
ᗬ઼၆לڠซҖ҂၅Ďņ̚ྏೇ͗ĎӀϣшŇĄтॢ઼ĎፂĮग
̄һڱĆӓયįྶྍ઼̱ࣦņטϣŇڱĎԯ˿г̶ගڇһԝ۞ϔ͗Ą
Чኜ۞઼ܭ߆ඉନ߉Ďᕖ̂˞Ϥһ֗۞ҋਆྺฤЁĄ
ॡϔͽΑछ۰͍ிĎЧኜࠎ઼ܭଂְጼۋซҖࣘ̂࠰֭׀
ረΑĄͽᅀ઼҃ኢĎፂĮν็į˟̳ݖѐĎᅀᖎ̄Ђዑᄰरॡᄲē
ņҹᇲ۰Ď˯͈̂צᎩĎ˭͈̂צĎ̀ϣȈ༱Ďˠ̍થ྾ĎˠҊᔴ
ઽҺĄŇņצᎩŇņצŇ̟˿гĎņ྾Ň̶ءދᒑĄѩఢؠĎ
χ౼ޙϲΑᒻ۞кតј̂̈ΑгĄ52
Ϥٺጼ۞ۋ౼Ӏצᒑ۰۞ᆧΐĎЯᒑ̶҃۞˿г̙ᕝᎶණĎ
҃ͷ˫̯ధ̄गᚶٚĎ̙ΞᔖҺгࢋ൴Ϡ˿г෴۞ְ၁ĄČČΪࢋ߆
عᐵᄮ˞˿г෴۞ְ၁Ďಶົдְ၁˯ٚᄮѣᒑ۰۞˿гռѣᝋĎ˿
гռѣטಶົᐌ̝ז൴णĎтЅනٙ֍֤۞ז˿гޘะ̚۞ன
෪Ą53

52

“如宋﹑鄭兩國之間的閒荒﹐經農民開墾成熟之後﹐鄭﹑宋兩國為爭奪農民土地而發生
戰爭。”（推薦參閱李文治﹑江太新﹕《中國地主制經濟論》二章）趙軍誓師懸賞“士
田十萬”﹐說的應是按“步”丈量的土地（張政烺﹕〈“士田十萬”新解〉）。其實早
在殷商﹐即有甲骨文記載﹐在封建疆域旁邊增加墾殖﹐發生產權爭議。“農夫裒田﹐擴
大耕地面積﹐增加食糧﹔統治者下令裒田卻是為了掠奪勞動果實和擴大土地所有權。”
不過﹐蠶食到他國領土﹐最後還是要打起來的。《孟子‧滕文公下》說湯滅葛﹐就是開
荒﹑糾紛﹑滅國的三部曲（張政烺﹕〈卜辭“裒田”及其相關問題〉﹐《張政烺文史論
集》745~752﹑402~437 頁）。
53
栗勁﹕《秦律通論》38﹑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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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高尚志置疑〈董仲舒關於商鞅改革的議論符合歷史實際嗎﹖〉
土地私有（買賣）﹐決非公孫鞅首創。54 商鞅變法不過是管仲﹑范蠡﹑
李悝﹑吳起﹑趙雍﹑申不害﹑屈原等等幾百年變法潮流集大成。55
̚δะᝋ઼छ۞ԛјĎᄃྺϔล৺ॢ˘ࠎچҋਆྺ̀һ۞֗Њ
гҜĎߏТॡ൴Ϡ۞Ďҫѣ˿гᄃдጼಞ˯ᒔၷĎߏТॡхд۞Ą
ጩതฟ൴۞າ˿гĎд̂ޝܳ˯ޘซ˞̚δ߆ᝋ၆ٺˠࣶ۞ۡତଠ
טĄاؠдາ˿г˯۞ྺϔĎ̙ГтТдᖞଳ֤֠̚ᇹֶ˯ܢᆸෳ
˞Ą56

殺敵受獎﹐退役分田﹐這不新鮮。新鮮的是﹐秦暉歌頌“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高尚貴族再高貴﹐四體不勤﹐五穀不分﹐手無縛雞之力﹐
切割不下血淋淋的人頭邀功請賞﹐斷不得高高在上﹐養尊處優了。57 這
54

“用商鞅改革來劃條土地買賣的界限﹐是根本不符合戰國時期的歷史實際的。”因為《商
君書‧徠民》盯著三晉“彼土狹而民眾”﹐許多人“上無通名﹐下無田宅”。當時秦國
經濟﹐尤其市場經濟﹐遠遠落後山東六國。“三晉民為什麼失去土地呢﹖只能說是因為
那裡土地買賣已很盛行所造成的結果。”故有記載趙括持幣待購﹐“日視便利田宅可買
者買之。”（《中國古代經濟史論叢》136~145 頁）
55
“古代封建時期﹐農﹑牧之民兼有﹐直至戰國時土地大加開發後﹐大部分人民才以農業
為主。……孟子時﹐井田制度已不存在。……商鞅在秦變法﹐以中國東方之制度去西方
實行變法﹐但此時東方早已變了。……因有鐵器耕田﹐農民便有能力墾殖較大面積之土
地﹐便不必再受格子線之束縛。又如春秋晚期已有牛耕﹐……又一原因是戰國時代水利
工程專家輩出”（錢穆﹕《中國經濟史》12~17 頁）。“其實在管仲相齊桓公的時期﹐
以及秦孝公時期﹐中國的經濟制度﹐早已演變為具有私有土地的形態了﹐商鞅只是就當
時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也可以說﹐他師法管仲﹐訂出了一套完整而具體的法制來管理。”
（南懷瑾﹕《孟子旁通》220 頁）
56
謝和耐﹕《中國社會史》29~30 頁。
57
李守實總結得結實﹕“商鞅變法中最突出的兩項﹕（一）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
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
芬華。（二）為田開阡陌封疆﹐平賦稅。其主要點在以土地作等級的分配﹐獎勵農耕﹐
以土地收益為爵祿的報酬。此辦法不是首先開始於秦﹐而是按照各個不同地區人口增長﹑
生產發展後引起的生產關係的變革而制定。”（李守實﹕《中國古代土地關係史稿》37
頁）
21

才是最令秦暉生熟不可忍的專制暴政。古今智叟津津樂道“徙木百
金”﹐略施小兒科把戲﹐足以取信愚民。何必畫蛇添足﹐刻薄峻急﹐
寡情少義﹐王儲級百戰功勛的太子太傅﹐犯錯按律割鼻子﹐一輩子沒
臉見人﹖—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知易行難﹐非“極身無貳慮﹑盡公
不顧私”的大英雄﹐無以取信於民。紀念抗美援朝 60 週年﹐數不清的
黃繼光﹑邱少雲﹑楊根思﹑王成~蔣慶泉﹐冒傻氣到“向我開砲”﹐令
人想起毛岸英。從那以後﹐日本戰俘被“中日友好”洗了腦。
ԧҋ̖ۢംπ૱Ďͽņ博學鴻儒Ň۞ݻၗז൴֏ܧԧٙਕ
ࠎĄČČԧڼጯ 20 ѐֽགྷ።˞ְ̙͌តĎ̚၆ԧᇆᜩ̂۞˵ಶߏ
၆ԧࣇ઼छᇆᜩ̂۞֤ІְĄιд࠹༊˯ޘԼត˞ԧ۞ˠϠྫᄃ
ጯఙ͕ྮĎ˵Լត˞ԧ၆ధкયᗟ۞࠻ڱĄ後一改變我相信與潮流相吻
合ĎČČߏٺдˠϤņཌྷŇᖼШņયᗟŇ̝ॡĎԧݒϤņયᗟŇᖼШ
ņཌྷŇ˞ĄČČޙߏٺϲ˘ߊܧ১Ҫᙯܼՙؠኢ˫ܧฏՅᏘኢ۞
ྺϔࡁտາቑёĎܮјࠎӛ͔ԧ۞ϫᇾĄ58

實話實說﹐偌大中國數千年文明﹐林子大了﹐別說黑天鵝了﹐什
麼鳥沒有﹖官修正史典籍檔案奏章敕令浩如煙海﹐更有誰也看不過來
的稗官野史劄記家書﹑州郡府縣方誌族譜﹑竹簡木牘斷碑殘契﹐……
鮮為人知﹐俯拾皆是。盲人摸象﹐都能舉一反三﹑反十﹑反百。偏趕
上秦暉致力“偽”字號新範式﹐“我相信與潮流相吻合”﹐揭發專制
迫害民營經濟﹐時不我待﹐哪有閒功夫以“博學鴻儒”的姿態尋章摘
句﹖一隻黑天鵝“證偽”打響﹐再瞄準什麼﹐都是華南虎一般的野生
動物﹐正所謂有恃則無恐。急煎煎快馬加鞭﹐只顧得愜心饜理﹐鬍子
眉毛一把抓﹐蘿蔔快了不洗泥了。
ЯͻՅۤ็ҬͼՀࠎņռѣŇ̼۞઼̚ྺϔĎ҃ͅՀٺטצٽ
઼छ۞˿гטĎтᗬ͏ϣďҘॢҫϣďΔഈฦ࣫ӮϣďΔԇ۞ņҘ
58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問題與主義》431﹑463﹑44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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חݱϣŇᄃݑԇņ̳ϣŇĄܐځņᚱኜᄹϔϣͽࠎءϣŇͽņᛂэ˘
عᇋ࠰ءϣĎϔϣ̙࿅ 15 ̶̝˘ŇĎۡ۞ܐזҫၮгඈඈĄ59

曹魏屯田﹐發生在漢末動亂。天翻地覆﹐十室九空。生民百遺一﹐
千里無雞鳴﹐桑葚﹑蒲蠃﹑蓬實﹑“人脯”充軍糧。司馬朗建言﹕“往
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今承大亂之後﹐民人分
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60 曹操學秦皇漢武軍墾
民屯﹐自己動手豐衣足食﹐359 旅“大生產”南泥灣﹐且耕且戰﹐“民
以食為天”最終勝吳﹑蜀。61 秦暉教授成專制政權肆意侵犯“白骨露

59

秦暉﹕《傳統十論》78~79 頁﹐原載《21 世紀》1998 年總 48 期﹔同樣文字照抄在秦
暉﹕《農民中國》273 頁﹐秦暉﹕《思無涯﹐行有制》75 頁﹐秦暉《問題與主義》362~363
頁﹐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59 頁﹐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68
頁﹐等等。
60
《三國誌‧魏誌‧劉馥﹑司馬朗等》15 卷﹐《廿五史》1123 頁。
61
陳壽描述得生動﹕“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諸軍並起﹐無終歲之計﹐飢則寇
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之在河北﹐軍人仰食桑葚。袁術
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蕭條。公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
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歲﹐乃募民屯田許下﹐得穀
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兼滅群賊﹐克平天
下。”（《三國誌‧魏誌‧武帝操》1 卷﹐《廿五史》1070 頁）陳守實總結得懇切﹕“民
食問題是迫切的問題。曹操大量收編農民起義軍﹐依據客觀條件﹐用屯田政策來解決民
食﹐……晉以後南北朝隋唐﹐各家歷史記載對於曹操的屯田都一致推崇﹐略無貶辭。主
要原因就在於這一政策在它的開始階段﹐解決了這個時代的最迫切的中心問題 — 即民
食問題。……曹操收編農民軍屯田﹐調整土地關係﹐解決民食問題﹐這點是吳蜀所不及
的。州郡領兵屯田﹐曹魏統治區設置比較普遍﹐收效也比吳蜀大。”（陳守實﹕《中國
古代土地關係史稿》78~83 頁）鄭學檬等贊同﹕“曹魏屯田的剝削率相當於漢代假稅稅
率與私家地主的地租率﹐不能說是輕的﹐但從當時歷史環境看﹐則有利於流離人戶土著﹐
有利於大批士兵及其家屬轉入農業生產﹐增加了軍儲﹐又解決廣大流民的飢寒問題。屯
田兵民因國家提供土地﹑耕牛﹑種子等生產資料﹐有一定生產積極性。曹魏能統一北方﹐
建立起一個比較穩定的統治政權﹐與屯田的成功有關。吳和蜀的屯田規模比曹魏小得
多。”（鄭學檬等﹕《簡明中國經濟通史》117 頁）而且“當時的水利事業﹐主要是作為
屯田事業的輔助手段而搞起來的。……曹魏之地多有修陂塘灌溉稻田者。”（孔經緯﹕
《中國封建經濟史述略》21~22 頁）韓國磐直接肯定﹕“曹魏的屯田﹐在三國中最為普
23

於野”們的私有財產。62 西晉佔田﹐不過當軸一廂情願﹐勸戒土地兼
併的空頭支票。63 圖~1 截自梁方仲的歷代人口統計﹐北朝隋唐均田﹐
皆因長期戰亂兵燹﹐生靈塗炭﹐大片無主土地撂荒﹐總人口一直沒有
恢復到董仲舒造謠“富者田連阡陌”的前漢。

遍﹐屯田的效果也最為突出﹐對於恢復中原的農業生產﹐起了很大的作用。”（韓國磐﹕
《魏晉南北朝史綱》47 頁）
62
曹操蕩平黃巾起義﹐俘獲男女百餘萬口﹐30 萬“青州兵”後成曹軍主力﹐家屬為質屯
田﹐準軍事化管理。一方面﹐士兵逃亡拿家屬問罪﹔一方面﹐上繳軍糧正是給前方奮戰
的父子兵喫。民屯收成對半開﹐用公家牛者六四分成﹐剝削率很高。一旦兵荒馬亂過去﹐
周邊﹑尤其家鄉﹐有的是無主荒地﹐自然逃亡甚多。所以屯田“可救一時之急﹐不可以
持久﹔……粗略計來﹐自建安元年（196）至咸熙元年（264）﹐不及 70 年就終結了。”
（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94﹑90 頁）
63
梁方仲說：“佔田是一種限田的制度﹐它只規定了私人土地佔有的最高限額﹐並非政
府授田。”（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471~472 頁）唐長孺說﹕“佔
田只是一種空洞的准許人民有權佔有法令上所規定的田畝﹔法令上已經規定貴族﹑官僚
的佔田數字﹐那末也得規定一下平民的佔田數字。至於佔得到佔不到﹐那是另外一個問
題。”（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49~50 頁）高敏說﹕佔田法令“只是表明和記
載了西晉的土地佔有關係而已﹐晉武帝及其大臣們並沒有憑空製造出一種新的所有制關
係來。”（高敏﹕《魏晉南北朝社會經濟史探討》107 頁）韓國磐看好佔田鼓勵墾殖荒蕪
的願望﹐然而“佔田制下雖然規定了官僚地主按品佔田的數額﹐但限制地主階級廣佔的
作用甚微﹔雖然規定了農民佔田的數額﹐但農民佔田多不足”（韓國磐﹕《魏晉南北朝
史綱》133 頁）。傅築夫說得更肯定﹕晉初佔田令＝西漢末年限田令。佔田令“既不是要
計口授田﹐也不是要平均土地﹐只是規定一個佔田的最高限額而已。不要求改變現有的
土地制度﹐也不要求改變實際的佔有情況﹐這就是說它對各人的既得利益完全不觸動﹐
實際的佔田數如已超過法令規定的限額﹐政府並不沒收其超過部分﹐實行奪此予彼﹔如
佔田不足限額﹐政府也沒有予以補足限額的義務。……總之﹐佔田令事實上是一個無補
實際的紙上談兵﹐不可能產生任何積極效果﹐而且根本也沒有給予這個法令從容實施的
時間﹐因為這個法令頒佈之後不久﹐大亂即起﹐從此兵連禍結﹐干戈擾攘﹐大半個中國
遭受到毀滅性破壞﹐成為‘神州蕭條﹐鞠為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在這樣一種
兵荒馬亂﹑人不聊生的情況下﹐不僅土地兼併的浪潮會自然終止﹐而一切土地問題﹐這
時都提不上日程了。”（傅築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3 卷 2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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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中國歷代人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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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4~6 頁。

秦暉刻意把經久普遍的土地私有（買賣）和始終存在的國有土地﹑
飲鴆止渴的臨時措施﹑昏君奸相霸佔京畿良田混為一談﹐如北宋“西
城刮田”﹑64 南宋“官田”﹑65 明朝皇莊﹑清朝圈地﹐就差把政府修
路挖河改善交通﹑建宮殿陵寢發展旅遊﹑慈禧造人民公園也算進來了。
囫圇吞棗的邏輯﹐嚴密得無懈可擊﹕西方沒有官府深度攙和“偽商品
經濟”﹐因為封建莊園自給自足自然經濟﹔西方沒有皇親國戚侵奪民
田﹐因為所有土地全歸皇親國戚。偏有美國人不識相﹐痛斥英國至 19
世紀﹐封建貴族世襲領地“幾乎不可能被出售。……中國各地絕大多
數的土地或多或少都可以自由轉讓。……清代皇室自身擁有約 70 萬英
畝的地產。但即使在紙面上﹐這類土地的總數也從來沒有達到過 350
萬英畝以上﹐即全國可耕地的 3％。”66 宋史專家鄧廣銘更胡說“在
64

北宋末年﹐宋徽宗蔡京當權﹐成立“西城所”﹐“立法索民田契﹐由甲之乙﹐乙之丙﹐
輾轉究尋﹐至無可證”﹐然後就說是“官田”。“一個花石綱﹐一個免天錢﹐再加上一
個以公開掠奪土地來擴大國有土地的西城所﹐促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了。如果沒有女
真鐵騎南下﹐也必然會點燃農民暴動的烈火。”（漆俠﹕《宋代經濟史》上冊 297~299
頁）
65
宋朝為了應付龐大軍費﹐不擇手段斂財﹐倒騰房地產。“一方面‘廣置營田’﹐另一
方面‘盡鬻官田’。”前者是在與遼﹑金的邊境和拉鋸區的無主土地募民屯田﹐或者轉
手承包出去﹔後者“所謂‘官田’﹐指市易﹑抵當﹑折納﹑籍沒﹑常平﹑戶絕﹑天荒﹑
省莊﹑沙田﹑退灘﹑荻坊﹑圩田之類。”自北宋開始陸續出賣變現﹐直賣到南宋滅亡。
“這後一種是飲鴆止渴的促進自身死亡的反動措施﹐在土地所有制方面﹐作用意義都不
是甚大。”（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125~128﹑392 頁）“宋代大官都來南方買地﹐
如蔡京在南京附近一帶購入不少土地。後來蔡京因貪污罪告發被沒收田地。又如韓侂冑
的大量田地﹐亦因貪污罪被沒收。宋代行政雖不善﹐卻不斷沒收大官的田地﹐成為公田。
此外如犯法逃亡者﹐戶主身故而無子繼承者之田亦被沒收﹐使政府公田漸多。劣相賈似
道建議﹐凡民人佔有越逾限額的田均沒收為公田﹐使政府增加收入可與蒙古備戰。因此
造成公田而照私人租額收取﹐使政府與民間兩不喫虧。”（錢穆﹕《中國經濟史》256
頁）“賈似道當權的時候﹐又實行‘公田法’﹐和北宋的辦法一樣﹐就是政府對民間進
行掠奪。‘公田法’規定官戶民戶擁有土地的限額﹐超額的賣給政府。……‘公田法’
搞了十多年﹐直到杭州陷落前夕才廢除。”（鄧廣銘﹕〈兩宋遼金史〉﹐呂振羽等﹕《大
師講史》下冊 38~39 頁）
66
彭慕蘭﹕《大分流》66 頁。滿清入關圈地的莊田“大致分為三種﹕一種屬於內務府的
26

北宋整個朝代裡面﹐耕地面積大致在 4~5 百萬頃之間﹐而國家控制的
只有六萬頃。”67 ≈ 1.2~1.5％。1990 年代末﹐秦暉教授我們說﹐明初
“籍諸豪民田以為官田”以致“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民田不過 15 分
之一”。1980 年代中﹐趙儷生教授秦暉說﹐此舉如同抗戰勝利沒收漢
奸“逆產”﹐“主要是朱元璋對其頑固政敵之一張士誠原屬下一些大
地主的懲罰。所以這些收高額租賦的‘官田’﹐主要在蘇﹑松﹑嘉﹑
湖﹑杭一帶。”68
тഅଘྕĮޓฏࡔரįٙ̚ќ͉ځয়Ѧ̮ራࠎয়ͭٙన͗۞ϣ
ᖏΊĎಶ 315 ͗ˠछٙҫ˿г۞ྎᇴфౌྶˢΊ̰Ďଂ̚ϲג
Ξͽ࠻ז˿г͗ 165 ͗Ď
ҫБ͗ᇴ۞ 52.4ƦĒҫϣ̣Ѻসͽ˯۞α͗Ď
Вҫϣ 2782.95 সĄ၆˿ځгะ̚ன෪Ďֱᇴፂ۞ᄲّځಶ˞ޝĄ
ᛂэďᐁďډэ˘۞˘ֱጯϣ༫͛Ďྶ˵ــѣᄃѩᙷҬ۞ᄲځય
ᗟ۞ᇴፂĄ
ͽԇࠎּĎטཌྷ̙ΞᏜ̙ૻ̼ĎᝋੑᝋШ̚δะ̚۞很
莊田﹐數目不很多﹐大約共 5748 頃 30 畝﹔一種是八旗官兵的莊田﹐共 140128 頃 71 畝﹔
另一種是宗室的莊田﹐共 13338 頃 45 畝。以上三項合計﹐共 159215 頃 46 畝。清初土地
約 290 萬頃﹐莊田佔全國土地總面積的 5.4％。到了乾隆時﹐莊田只佔 2％﹐當時全國土
地總面積已達 780 萬頃﹐而莊田還只有 15 萬多頃。”（鄭天挺﹕〈清史〉﹐呂振羽等﹕
《大師講史》下冊 216 頁）“朝廷頒授的全部莊園地和旗地﹐約佔全國可耕地 7.4 億畝中
的兩千萬畝。”＝2.7％。不過“在畿輔直隸﹐官地所佔的比例遠較他省為大。……我們
不應以直隸的特殊情況來概括全中國。”（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87
頁）
67
“宋代的土地所有制也不是土地國有。北宋土地開墾數最高是五百多萬頃﹐……因此﹐
只能說北宋時有一部分土地是國有土地﹐卻不能說北宋時是土地國有制。”（鄧廣銘﹕
〈兩宋遼金史〉﹐呂振羽等﹕《大師講史》下冊 9 頁）
68
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159~160 頁。江南地主支持張士誠拼死抵抗朱元璋﹐故
有此土地國有化之懲戒（詳見鄭克晟﹕〈明初的江南地主與朱明政權〉﹐《中國古代地
主階級研究論集》183~201 頁）。顧炎武更早交待清楚﹕“國家王業﹐實始東南﹐而蘇
州最後服﹐益暴骸釃血以抗王師者十餘年。高皇帝憤其民為張氏死守﹐籍諸豪家田入官﹐
稽其租籍以定稅科﹐於是田有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嘉定重額至有七斗三升者﹐民不
能支。”（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原編 6 冊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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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Ēҭࣇ၆˿гռѣᝋࣝዼď̒۞ݏᐝĎځݒពг減弱˞Ąऻ
ُߏˠࣇੑயռѣטซ˘Վஎ̼۞ͅߍĄČČᓁֽ࠻Ďņෳ۰ѣ๕Ξ
ͽҫϣŇ۞ᔌ๕Ďזԇഈѣځព۞ഴऴĄČČ߹ன෪ߏņಱ۰ѣྦྷΞ
ͽ෴ϣĄŇ69

秦暉反師道而言之﹐立論根據風飄水浮﹐邏輯推演隨心所欲。從
“一條鞭”到“攤丁入畝”﹐專制財政“計畝而徵”敲骨吸髓。賺了
錢買地＝買罪受＝腦子進水了。
ּтځϐ̂ใĎώЯņ͇խďΐࠁďយďŇ҃Ąαีώ
ᄃ১ҪᙯܼঘĎੵņ͇խŇγಶߏءϔϬ࠼Ą҃̚۞ņΐ
ࠁŇ۞͞ءຍဦࠤҌࢋߏ੫၆ಱϔĞ̙ߏಱءĎ˵ܧϔğ۞ēņࢍ
স҃ᇈŇĎņτͽళ̙ਕҋх۰Ď৵ྗߏދŇďņই၁۰̙౼ྗՐ̝
ࡳŇĄ˯ົۤߏٺன۞˵̙ߏ̦ᆃ˿гࣘ׀Ď҃ߏņՅຌᑘ̝ϔͽ
ϣࠎŇĎņҌ୬ͽгϨ;ˠ҃ంΞଯŇĎņг̝ᆊክ۰স̙࿅˘˟Ď
ᆊਖ਼ˠ̙҃צ۰̂ΗŇĄ70

69

“試看歷代限制勛貴富室佔田數額﹐西晉的最高品限額才 50 頃﹐隋唐為一百頃﹐只北
齊為 120 頃﹐北宋仁宗時限額才 30 頃﹐而到徽宗就一下子提高到一百頃﹐但又何嘗限得
住﹖”Ğ原文黑體﹔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15~16﹑122~124 頁）
70
秦暉﹕《傳統十論》70~71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農民中國》51 頁﹐秦暉﹕《問
題與主義》355~356 頁﹐再抄在同書 441 頁﹐再抄在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
50~51 頁﹐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169~170 頁﹐等等。秦暉的引文出處註明﹕
“村野愚懦之民以田為禍”引自張萱的《西園聞見錄》卷 32﹐賦役前﹐袁表語。— 筆者
核對﹐沒找著。引文出處註明﹕“至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地之價賤者畝不過一
二錢﹐其無價送人而不受者大半”引自《三水縣誌》卷 4。— 筆者核對﹐沒找著。前者
有文接近﹕“袁表曰﹕今日有急則曰照田差派也。明日有事亦曰照田出辦也。力耕者以
耕為悔﹐受田者與田為仇﹐是徙驅民棄本逐末耳。”（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119
輯﹐465~466 頁）後者卷 4 為〈壇廟寺觀墓七〉﹐城隍廟﹑關帝廟﹑墓碑等等﹐文不對
題。卷 6〈地丁錢糧九〉雖找不到秦暉所引之文﹐多有地方官懇請減免攤派軍需的困苦申
訴﹐諸如“山僻小邑﹐崖峻溝險﹐車載不通﹐”偏偏“迫近賊境﹐屢被擾攘﹐人畜既遭
荼毒”﹐“地荒丁逃不得耕種者十有七八”﹐“至有食穀皮以充飢﹐典子女以糊口者”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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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如此﹐秦末如此﹐漢末如此﹐晉末﹑隋末﹑唐末﹑宋末亦如
此。無論因為地主盤剝過重﹐還是政府賦稅過重﹐歷朝歷代多有人口
逃亡﹑土地撂荒的記載﹐確屬王朝末期或局部﹐反復出現的現象。讓
人感覺別扭的是“社會上出現的也不是什麼土地兼併﹐而是……以田
為禍”這樣造作的常規狀態表述。據此﹐秦暉再次發出特殊“證偽”
一般的智慧提問﹕都“以田為禍”了﹐何來土地兼併﹖“反倒是對民
無‘兼併’之志的擔心屢屢見之於文獻”。71 可惜智商低了整不明白﹐
在以田為生的古代農業社會﹐耕地白給都沒人要﹐年復一年“以田為
禍”﹐村野愚民幾千年通常不要地 — 當然也不種地﹐一日三餐改喫
肉糜了﹖
更令人難以置信﹐秦暉寫作隨心所欲﹐前言不搭後語。〈古典租
佃制初探〉引經據典中國沒有土地私有和買賣兼併﹐“恰恰不存在自
由租佃制。”相隔七頁﹐引經據典中國土地私有和買賣兼併非常嚴重﹐
長篇大論“這種租佃制只能是自由租佃制”。在一篇文章裡 — 更別
提多厚一本書了﹐自己反對自己﹐直截了當﹐大張旗鼓。
д઼̚ޙދņछ઼˘វŇ۞ڱ؟ВТវ˭Ď恰恰不存在自由租佃
制Ąॢ̝࣫ม֤ෳඈ৺ҫϣྺ۞˭טζטҋ̙֏ޞĎಶߏԇ̮ͽޢĎ
дņ˿г෴Ň۞ܑ෪ࡦॲ˵ޢώ̙ߏથݡϹೱᙯܼĎ҃ߏڼᄃڇଂ
ᙯܼĎ土地不是按資分配的﹐而是按權分配的Ą
઼̚ҋ২ͽޢĎᘲҋοઠጼޢͽۋĎ˿гᙯܼ̏ଂņЊгϖҫŇ
൴णז自由私有制ĎҘ႔ϣгņˠ෴Ϥ̎Ďߏг˵ĄŇČČ႔ņથ
ˠྺࣘ׀ˠŇĎԛј˞ņಱགྷຽĎఱ૱ŇĎņϣ૱Ďϔ
૱اŇ۞ԊࢬĄ
˯གྷᑻ୧І˭Ď႔˵ன˞˘࣎ҋϤ১Ҫ࠹ט၆߿۞ԊࢬĄ
Ѕන͠ēņ২ϡથᅰ̝ڱĎԼט̝ͳޓĎੵ̡ϣĎϔ෴Ďಱ۰ϣ
ాҙࢪĎళ۰ϲᐄ̝гĄŇČČΞ֍Ď這種租佃制只能是自由租佃
71

秦暉﹕《耕耘者言》248~250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
75 頁﹐等等。
29

制ĎČČ႔г১͚;߱͘ᄃᘲ˘ᇹΞͽͽ౻ચďயݡᄃఱ။͚;Ą
݈۰тှјņྦྷܣϣ˼ዶĎళϔĎԝֹᇴ˼छŇĎ̚۰тņਆᄹ
ϔ̝ϣ֍ඁ̦ЁŇĎޢ۰тĮ˝ౢზఙį̱סௐ 24 ᗟēņ̫ѣϣĎ
ܐ̝ѐˬস˘Ďځѐαস˘Ďޢѐ̣স˘Ď˲ˬ໐˘ѺĎય
ϣೀңĔŇҭኢ͚;ԛётңĎౌߏͽϹೱ۞ԛё၁ன۞གྷᑻг
১ĄČČ႔১Ҫᙯܼ̚ᔘؕхд̙ົۤצπӮӀத۞ࡗטڱ၁
̶ۏјטј̶ĄтЅනٙᄲ۞ņٕਆᄹϔ̝ϣĎ֍ඁ̦ЁŇĎͽ̈́ڌ
႔೯ņᄃϣ̶͗̚Ďͽҋග˵ŇĄ72

匪夷所思。秦簡出土以後﹐到底是董仲舒胡說八道還是有理有據﹖
到底是“史學界仍堅持此種說法的人怕已不多”還是秦暉要把“此種
說法”堅持到底﹖太離譜了。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 莫搞錯﹐並非
化學系呦﹐上一句正話﹐下一句反話﹐天大論斷﹐毅然決然。筆者照
抄時反復核對﹐生怕抄錯了。秦暉“我相信與潮流相吻合”﹐信口雌
黃﹐什麼“偽”範式搭建不起來﹖

ˬďء࿀ϔͅࠁϠళಱࡎ
似乎預見日後必有秦暉揣歪捏怪﹐先模糊後轉移地主農民之間最
根本的階級對立﹐趙儷生時光倒流十幾年﹐提前批判秦暉借題發揮﹐
針針見血﹐語語成讖﹕
ଂѩͽޢĎ˿гռѣטቁϲֽĎ̳ѣטะវٙѣטய˞Ď౺
˭۞Ϊѣטཌྷ̚δะᝋ઼छଂჯ᜕֭ዮڼ൴Ďٙ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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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剛說完沒有土地兼併﹐接著又說“我們都知道租佃關係得以發展的歷史前提是地
權與經營相分離﹐或者地權集中而經營分散或者地權分散而經營集中。羅馬與漢代都存
在著古典商品經濟自由分化條件下的土地集中問題。漢代有‘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
錐之地’之說。……由於豪強富人佔田逾侈﹐以至提供田賦總數三分之二的土地都集中
於他們之手﹐而這些田賦也為其所吞。”（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
134~135﹐140~141﹐154~155﹑149﹑146 頁）
30

၆˿гռѣᝋ۞干預Ą٠ֱ̒ҋߏ̙၆۞Ēҭྒֱ̂̒
Ďԯֱ̒ෛࠎ̦ᆃ઼ѣ˿гטҫጱгҜඈඈĎ˵ౌߏ̙ޫ༊
۞ĄЯࠎ࠻̙۞˯ڱТĎົጱ၆ፋ࣎ล৺ԛ๕࠻۞ڱमளĄԯય
ᗟ࠻үߏ̒Ď֤ᆃĎϬ࠼ࡎ۞ّኳĎ่่ᛳٺ݇ࣤڼล৺̰
ొϬ࠼۞ቑಛĎ҃ۤົॲώϬ࠼̪ߏ˿гٙѣ۰Ğӈг১ࣤ݇۰ğྫྷ
ྺϔม۞Ϭ࠼Ąҭтԯયᗟ࠻үߏ઼ѣטҫጱгҜĎ֤ᆃۤົॲώ
Ϭ࠼۞ᗕ઼͞ߏܮछд઼छ˭ڼΒ߁гд̰۞ٙѣజڼ۰
ĞņБϔŇğĎᇹĎॲώ۞ล৺၆ϲົܮజሀቘٕ۰జᖼொ˞Ą73

雖然孫中山政綱“平均地權”﹐
耕者有其田﹔雖然蔣經國在贛南奮
力土改不成功﹔74 雖然臺灣土改成為老蔣逃亡站住腳的根據﹔雖然秦
暉自己引證數據“北宋初太宗年間總戶口中‘客戶’佔 41.7％﹐……
從定義講﹐所謂客戶就是無地農民﹐……江南蘇州府的兩個圖康熙時
土地分配的基尼係數達到 0.8 左右”﹗75“偽”範式依然毅然決然﹐推
陳出新天大結論﹐一驚一詐﹕
過去以租佃制（包括所謂“勞役地租”即農奴制）來概括“封建關
係”的理論肯定已經過時。76
把地權不均說成是傳統中國社會弊病﹑社會衝突和社會危機的主

73

“我們之所以不同意國有制學說﹐其主要理由在此。”（原文黑體﹔趙儷生﹕《中國土
地制度史》242~243 頁）
74
蔣經國曾經公佈〈新贛南土地政策〉﹐“規定土地分配依人口而決定﹐超額由中國農
民銀行照價收買﹐再轉貸佃農﹐地價由人民開會來決定﹐分五年還清﹐是一種溫和的土
改政策。……但是﹐當時的社會環境經濟條件﹐他辦得到嗎﹖壟斷土地的土豪劣紳﹐封
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辦法才能徹底施行。使大地主破產﹐國民黨的根基﹐即
會動搖﹐而由‘銀行照價收買’﹐銀行固沒有這樣大的財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換成銀錢﹐
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江南：《蔣經國傳》103 頁）
75
秦暉﹕〈關於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2 輯 71
頁。
76
這句大話註明的出處是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53~56 頁﹐“關中無租佃”
一節（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問題與主義》338~339 頁﹐原載《學問中國》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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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是沒有根據的。77

什麼才是中國社會弊病﹑社會衝突和社會危機的主因呢﹖極權專
制只有官逼民反。
ᄲ˿г෴ົጱņ˿гࣘ׀ŇĎ፬̼ۤົϬ࠼ĎࠤҌ឵јņྺϔ
ጼۋŇĄߏԧ઼።Ϋጯ̚ࣃͅ۞ޥјᄲņ˿гࣘྺ~׀ϔጼۋŇ
நኢౄј۞ᖱ֍Ą˘நኢ۞Ч࣎ᆸࢬனд࠻ֽౌߏ৭̙ҝཙ۞ĄࢵАĎ
ԧ઼።Ϋ˯тڍᄲхдņ˿гࣘ׀Ň۞ྖĎ֤ࢋߏϤދኲďгď
ԸᚥďѣኬԝᐹҺপᝋ۞ᝋෳӌ̙׀ಝኬԝፉ۞ϔгඈ߆ࣧڼЯౄј
۞Ďᄃπϔม۞˿г߹ᖼďࠤҌᄃϔมથຽྤώĞтءߏ̙ڍથ۞ྖğ
۞˿гᔉ෴՟ѣ͉̂۞ᙯܼĄ“小農經濟~土地買賣~兩極分化”造成土
地兼併之說純屬想像。
ѨĎԧ઼።Ϋ˯۞ņྺϔጼۋŇࢋߏЯءϔϬ࠼҃ܧҪϬ࠼
۞፬̼ٙĄ˘ֱ˿гะ̚ď১Ҫத۞гડ።Ϋ˯ߏѣٙᏜ۞ņҪ
តŇďԩ১ඈன෪Ďҭ֤ౌߏۤડ̰ٕгّ͞ࡎĎϤҪࡎ൴णࠎ
ءϔࡎ̏֍͌ޝĎϤņҪតŇቺؼ൴णࠎņྺϔጼۋŇ۞ְՀଂϏѣ
࿅Ą78
࿅Νˠࣇૄߙٺநኢــሄٺనຐēгᄃྺϔ൴Ϡ১Ҫٕ˿
г۬৾Ď҃عءࢬ͚гᗉᑅྺϔĎֹϔม۞ళಱϬ࠼Ꮆණࠎءϔ
Ϭ࠼Ď͔ߏٺ൴̂ใĄְּ༊̙ߏ՟ѣĄҭ઼̚።Ϋ˯Հ௫ࠎ૱
֍۞ͅ࠹ߏݒēЯ઼छᝋ˧۞ፖᇈᇷᑦďפϔޘĎٕᑿᎸְຽďԝϔ
ॡĎٕᗽᕝӀďဳϔϠࢍĎٕСڼୀᗼďࢅϔЃ͔҃൴ءϔࡎĎ
߇ܸᄬ።ֽѣņء࿀ϔͅŇ҃ଂņ࿀ϔͅŇ̝ᄲĄ
ءϔϬ࠼˘ό፬̼ĎϔมళಱၗޘЯ̝Ϡளē一般民間有聲望者多
富﹐出頭抗官者亦多富民﹔但就從者而言﹐則貧苦者窮則思變﹐有身家
者厭亂思安﹐於是官民衝突擴及民間而引發貧富對立。ČČ֭ܧϔมళ
77

“傳統中國土地並不那麼集中﹐租佃制並不那麼發達”（筆者黑體加重﹔秦暉﹕〈關於
傳統租佃制若干問題的商榷〉﹐侯建新﹕《經濟~社會史評論》2 輯 64 頁）。
78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思無涯﹐行有制》28~29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農民
中國》44~45 頁﹐秦暉﹕《傳統十論》79 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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ಱࡎֹ҃عءଡˢĎ҃ߏء࿀ϔͅጱϔมళಱࡎĄ79

重複秦暉最後一段﹕經常發生的官民衝突﹐在民營經濟與權貴
“壟斷利源”之間﹐“一般民間有聲望者多富﹐出頭抗官者亦多富
民”。官逼富民先反﹐貧民窮則思變﹐趁亂變成暴民。“換言之﹐不
是‘階級衝突’激化成農民抗官﹐而是官民衝突派生出貧富鬥爭。”80
換言之﹐專制政府弄權斂財﹐貴冑子女貪得無厭﹐摧抑﹑欺凌﹑揉搓
賴昌星﹑熱比婭﹑黃光裕﹐必須適可而止。否則官逼富民反﹐“窮則
思變”趁勢起來﹐摟不住人仰馬翻﹐誰家好日子也過不成。這期間發
生的﹐不是大春鬥地主﹐而是“像《水滸》中描寫的那種莊主率領莊
客（即‘地主’率領‘佃農’）造國家的反”。81 楊白勞﹑喜兒追隨
79

明末橫徵暴斂導致農民戰爭﹐“早期是一種‘流寇’（破產自耕農匯聚的流民武裝）
與‘土寇’（聚‘莊佃’而抗官的富民莊主）一起造朝廷的反的‘土流並起’之局。”
明亡﹐“而‘流寇’與莊主的衝突便開始激化了 — 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流土衝突’
雖可以說是貧富衝突﹐卻依然難以說是主佃衝突﹐因為流土之間並無主佃關係﹐‘流寇’
並不是起源於佃農﹐而此時的‘莊佃’隨莊主對抗‘流寇’﹐與此前他們隨莊主抗官本
無二致。……而‘莊主’帶領‘莊客’造‘官家’的反這樣一種景觀﹐更是對‘大共同
體保護’的一大諷刺。”（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傳統十論》68~70﹑149 頁﹔同樣文
字照抄在秦暉﹕《問題與主義》355~356 頁﹐再抄在同書 420 頁和 441 頁﹐秦暉﹕《政
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50~51 頁﹐等等）
80
“過去把‘官民衝突’說成是民間‘階級衝突’的體現﹐往往要強調地主與農民發生租
佃或土地糾紛﹐而官府出面支持地主鎮壓農民。但史實卻常常相反﹕是專制國家及權貴
層壓迫民間（包括貧富庶民）致亂﹐而在亂起時貧富民的態度可能有異﹕貧者窮則思變﹐
富者厭亂思安﹐從而在民間內部生成次生矛盾。換言之﹐不是‘階級衝突’激化成農民
抗官﹐而是官民衝突派生出貧富鬥爭。有權者與無權者的分野是主要的﹐有產（或多產）
者與無產（或少產）者的分野是次要的。”（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問題與主義》441
頁）
81
“以地主與佃農的矛盾來解釋‘農民戰爭’本已十分牽強﹐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租佃關係
的發達與否與‘農民戰爭’有關。而歷代‘農民戰爭’不僅極少提出土地要求﹐甚至連
抗租減租都沒有提出﹐卻經常出現‘不當差﹐不納糧’﹑‘三年免徵’﹑‘無向遼東死﹐
斬頭何所傷’之類反抗‘國家能力’的宣傳﹐以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蒼天當死﹐
黃天當立’﹑‘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這類改朝換代的
號召。而像《水滸》中描寫的那種莊主率領莊客（即‘地主’率領‘佃農’）造國家的
33

黃世仁﹑穆仁智揭竿而起﹐同仇敵愾﹗
這個論斷一立﹐別管成立不成立﹐一口氣不讓喘﹐邏輯推理馬不
停蹄﹕歷代政府抑制土地兼併﹐其實不過趁機擠兌民營經濟﹐找理由
為專制謀利益。
ଂથᅰďॹσѿďͳఁۡͳזщϮĎౌߏχπӮཌྷ۞ၮֽཱིᕖ
·઼ऱĎୖୁჍͳщϮߏͽņ઼छҋࠎࣘ׀Ňֽആϔม۞ࣘ׀Ďߏ
82

ޝѣந۞Ą

這裡﹐不得不插進來指出﹐秦暉把自己發明的知識產權﹐一趟兩
趟﹑五趟六趟﹑八趟十趟﹐謙讓給梁啟超﹐很沒有道理。83 梁啟超敬
佩王安石改革超前社會主義﹐特意撰寫“高大全”的《王荊公傳》﹐
方方面面鋪展開 18 萬字 — 梁氏平生最長傳﹐84 推崇備至真完人“千

反的場面﹐在歷史上也屢見不鮮﹐……更何況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爆炸通常根本不是在社
區內發生然後蔓延擴散到社區外﹐而是一開始就在‘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爆發﹐
然後再向社區滲透的。漢之黃巾‘36 方同日而起’至為典型。”（秦暉﹕《傳統十論》
79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問題與主義》354 頁﹐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
化》49 頁﹐等等）
82
秦暉﹕《思無涯﹐行有制》172 頁。
83
秦暉在《傳統十論》52 頁重複﹕“從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著平均
主義的旗號來擴充國庫﹐梁啟超稱之是以“國家自為兼併”來代替民間的兼併﹐是很有
道理的。”在同書 221 頁又說“梁啟超在王安石的‘抑兼併’中看到了‘國家自為兼
併’﹐自為不易之論。”在同書 58 頁再說“梁啟超等人在王安石的‘抑兼併’中看到了
‘國家自為兼併’﹐”發明權已經不止任公一人了。秦暉在《問題與主義》重複﹕“從
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著平均主義的旗號來擴充國庫﹐梁啟超稱這是
以國家自為兼併來代替民間的兼併﹐是很有道理的。”（420 頁）秦暉在《政府與企業以
外的現代化》187 頁說﹐“標榜‘右貧抑富’的‘抑兼併’政策成了借國家壟斷而搜刮民
財的‘國家自為兼併’之舉。”引號註明是梁啟超語。在同書 9 頁則乾脆說﹐“那時國
家的‘抑兼併’固然會導致‘國家自為兼併’的後果”。在《耕耘者言》又更乾脆說﹐
“實際上﹐具有‘國家自為兼併’之悠久傳統的我國﹐……”（248 頁﹐原載《中國經濟
史研究》1995 年 1 期）。一筆一劃﹐寫著寫著﹐逐漸成為有根有據（有引號有出處）的
公理﹐公認得自己都不容置疑了。
84
梁啟超著《管子傳》七萬字﹐《袁崇煥傳 — 明季第一重要人物》不到兩萬字﹐恩師
34

古而無兩也”。傳首開篇明志﹐筆下充滿感情﹕
ͽҴٙ֍ԇ͉౮ਥ઼ͳ̳͛щϮĎᇇณࡶ˼้̝ܣĎঈ༼
ᑐࡶ༱Ά̝ጨĎጯఙะ˝߹̝ოĎ͛ౢˣ̝Ďٙన߉̝
ְΑĎዋᑕٺॡ̝ࢋՐ҃ାၑĄ։࡚ڱຍĎ็ــኜ̫͟ం̝ਕ
ᆿĒ֍ᆿ۰Ď˫̂த࠰ѣЪ̝ࣧڼ߆ٺநĎҌ̫ڌҘኜ઼Җ̝҃ѣड़
۰˵Ąײĕ臯ᛲϿĎ࿂ݙᗀͼĎ̙ྎΞჷĄࡶ˜˭ˬٺՐԆ
ˠĎଘ̳֖ͽ༊̝ջĄଊଊ˼ۥĎมϠઈˠĎѩ઼Ϋ̝ЍĎ઼҃ϔٙ
༊෴කͽᖔᝤ˵ۥͽܛĄ
而流俗之詆諆荊公﹑誣蔑荊公者﹐益無以異於斥鷃之笑鵬﹑蚍蜉之
撼樹也。85

梁啟超在傳中述及經濟政策﹐每每感慨王安石先知先覺﹐比西方
更高明﹐且提早幾百年。以“募役法”為例﹐周詳構思方案﹐廣泛徵
求意見﹐穩步試點先行﹐然後全面推開……。歐洲血流成河做不下來
的事情﹐“公之此舉﹐取堯舜三代以來之弊政而一掃之﹐實國史﹑世
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也。”86 無以復加的熱烈氣氛中﹐討論到

《南海先生傳》2.4 萬字﹐戊戌變法《殉難六烈士傳》1.2 萬字（梁啟超﹕《名人傳記》）﹐
《李鴻章傳》八萬字﹐《張博望班定遠合傳》1.2 萬字﹐《黃帝以後第一偉人 — 趙武靈
王傳》5.5 千字﹐《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3.4 千字﹐《鄭和傳》8.3 千字﹐《匈牙利愛國
者噶蘇士傳》1.8 萬字﹐《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四萬字﹐《羅蘭夫人傳》不到一萬字﹐《新
英國鉅人克林威爾傳》1.4 萬字（梁啟超﹕《飲冰室合集》6 冊）。
85
筆者黑體加重﹔梁啟超﹕《名人傳記》100~102 頁。
86
任公的文字真漂亮﹗“豪族僧侶﹐不供賦役﹐而國家一切負擔﹐盡責諸弱而無力之平
民﹐此歐洲中世以來之弊政﹐而法國之大革命﹐與夫近百年來歐洲諸國之革命﹐其動機
之泰半﹐皆坐是也。荊公痛心疾首於此等不平之政﹐不憚得罪於鉅室﹐而毅然課彼輩以
助役錢﹐此歐洲諸國流億萬人之血乃得之者﹐而公紓籌於廟堂﹐頃刻而指揮若定也。夫
其立法之完善而周備﹐既若是矣﹐猶不敢自信﹐乃揭示一月﹐民無異辭﹐然後著為令。
而其行之也﹐又不敢急激﹐先施諸一兩州﹐候其成就﹐乃推之各州軍﹐所謂勞謙君子有
終吉者非耶﹖自此法既行﹐後此屢有變遷﹐而卒不能廢﹐直至今日。而人民不復知有徭
役之事﹐即語其名亦往往不能解﹐伊誰之賜﹖荊公之賜也。”（梁啟超﹕《名人傳記》
194~195 頁）
35

“抑兼併”﹐梁啟超充分肯定“國民所以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產
者﹐由豪富之兼併也。”不過猶豫實行中“為國家分掌此理財機關之
人﹐甚難其選﹐……萬一行之不善﹐而國家反為兼併之魁﹐則民何訴
焉﹖”87 分析到“市易法”﹐梁啟超充分肯定“荊公之盡心於民事﹐
亦可謂至矣。然則其法果可行乎﹖……蓋其初意本欲裁抑兼併者﹐而
其結果﹐勢必至以國家而自為兼併者也。”88 毋庸諱言﹐1908 年尚未
蘇聯﹐參照古代專制管理經驗﹐梁啟超懷疑計劃經濟是否可行。誰又
能料到﹐前句一個“萬一”﹐後句一個“勢必”﹐讓改革開放的秦暉
拿來﹐掐頭去尾成片言隻語﹐翻手籠罩“從商鞅﹑桑弘羊﹑王莽直到
王安石”的悠久歷史﹐即便梁任公後人不告秦暉誣陷罪﹐數學公式﹑
幾何圖表﹑基尼係數﹑問卷調查﹑殘碑斷簡﹑文獻目錄英文﹑法文﹑
德文﹑俄文﹑阿拉伯文﹑拉丁文﹑希臘文﹑波斯文﹑梵文﹐you name it……﹐
大費周張“偽”範式博大精深的不敢不信度﹐“萬一”且“勢必”大
打折扣﹖89
話說回來“抑兼併”﹐中國專制幾千年﹐好皇帝沒幾位﹐犯不上
拉梁啟超墊背﹐有的是荒淫無恥的故事。最典型的“國家自為兼併”﹐
87

“荊公之意﹐以為國民經濟所以日悴者﹐由國民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產也。國民所以
不能各遂其力以從事生產者﹐由豪富之兼併也。……於是殫精竭慮求所以拯救﹐其道莫
急於摧抑兼併。而能摧抑兼併者誰乎﹖則國家而已。荊公欲舉財權悉集於國家﹐然後由
國家酌盈劑虛﹐以均諸全國之民﹐使各有所藉以從事於生產。……彼都學者﹐往往夢想
之以為大同天平之極軌﹐而識者又以為玆事體大﹐非易數世後未或能致也。夫以歐美今
日猶未能致者﹐而荊公乃欲於數百年前之中國致之﹐其何能淑﹖……荊公之所蔽﹐惟在
於是。若其學識之卓﹐規模之宏遠﹐宅心之慈仁﹐則真只千古而無兩也﹐溫公安足知之﹖”
（筆者黑體加重﹔梁啟超﹕《名人傳記》174~175 頁）
88
“故當時諸法中﹐惟此最為厲民﹐而國庫之食其利也亦甚薄﹐則荊公之意雖善﹐而行之
未得其道故也。”（筆者黑體加重﹔梁啟超﹕《名人傳記》188~189 頁）
89
敢肯定秦暉的語文水平﹐不難識別“萬一”和“勢必”。有文為證﹕中國古代租佃制
“若與希臘羅馬世界相比﹐則我們應當承認還是不甚發達的。所謂‘或耕豪民之田﹐見
稅什伍’﹐也只是說‘或’然有之而已。”（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144 頁）更有
恩師提前多年批改作業﹕“有人在‘或耕豪民之田’的‘或’字上大做文章﹐不是連一
丁點的道理也沒有的。”（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383 頁）
36

莫過於眾星捧月的臺灣和平土改﹐沒收辜氏等漢奸“逆產”﹐用這些
企業的股票﹐低價強購地主田土。不僅如此﹐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
姓點燈。歷代政府自己屯田﹑均田﹐百般刁難民間土地買賣。先富起
來買地的少了﹐地價必然大跌﹐賣地農民賣不出好價錢﹐白給都沒人
要﹐如何脫貧致富﹐改喫肉糜﹖是故﹐旦有專制政府在上﹐一統就死﹐
一放就亂。每時每刻﹐天怒人怨。
͞ڌטཌྷ˭۞ռˠ̙֭̚хдπඈ۞ҋϤᚮۋĎČČņ̙Ժࣘ
׀Ňጱᝋෳռछ๕˧ೋّᎶණĎ҃ņԺࣘ׀Ň˫ጱഈԗņբפਕ
˧ŇೋّᎶණĎߏٺഈԗ൫ϡᘽĎдņԺࣘ׀Ňᄃņ̙Ժࣘ׀Ň۞Ϲ
ആೈᒖ̚ౝˢņგѪٸใŇ۞َĎۡҌП፟͟ࢦ҃ٺ૪ሚĄ
યᗟ۞ᙯᔣдٺē઼̚።Ϋ˯ٙᏜ۞ņࣘ׀Ňдώኳ˯̙֭ߏགྷ
ᑻҖࠎ҃ߏᝋ˧ҖࠎĄ҃።۞ņԺࣘ׀Ňߏౌݒѣᝋ๕۰Ď͍ߏ
࠱ᝋ۞ܑٙࠎĎࣇீ̚۞ņࣘ׀ŇĎࢋߏņથˠྺࣘ׀ˠŇ
ĞҘ႔२ᄬğďņҙࢪዥ̝ޒክˠᄃˠۋᐶࢵŇĞͳщϮᄬğĄࣆ
ߏ።ņ̙Ժࣘ׀Ň۰ٙͅ၆Ժ۞טĎ̖ߏৌϒ߹۞ņࣘ׀Ňēņء
ݡԛ๕̝छŇ၆ņᆅϔŇ۞ࣘ׀Ąᇹ˘ֽܮன˞т˭ᔌ๕ēņԺࣘ
׀Ň۰۞઼छטᚑᆖгՁᎨ˞ņҙࢪዥ̝ޒክˠŇ۞གྷᑻ൴णĎ҃
ņ̙Ժࣘ׀Ň۰۞ҋϤٸЇֹņݡءԛ๕̝छŇͽདྷҖჸᑦĄņԺ
ࣘ׀Ňഈԗ༰შ࿆гĎϔٙନ֖͘Ďņ̙Ժࣘ׀ŇలءѳСፖ
ҖĎϔٙג݇Ą不言而喻﹐真正自由競爭的民間經濟在這兩種情
況下都難有出頭之日﹐而這兩種政策走到後來都可能加劇由治而亂的王
朝危機。
ࠎ̦ᆃņԺࣘ׀Ň̙ҖĎņ̙Ժࣘ׀Ň˵̙ҖĎņԺŇᄃņ̙ԺŇ
Ϲആྏ̝ᔘߏ̙ҖĔЯࠎдڼ߆ט˭ڼኢഈԗ۞ņ̳ᝋ˧Ňᔘ
ߏෳछ๕ࢋ۞ņռᝋ˧Ňౌߊ̙̙˵ࡗטצᓾ̳πĎ઼ߏٺछ۞ņҋϤ
ٸЇŇΪਕٸᇴ˿࠱ޓᄃ˿ಛ̄Ď̙ٸݒ˘࣎̚யล৺Ď઼҃छ
۞གྷᑻ˵טΪົņᄃϔۋӀŇĎݒ̙࣎நّአଠ፟טĄņڱጏŇ
̙̚˞ाĎϒтņጏŇ̙̚˞ֲ༊ĆĒͳщϮຣ̙ј
ņӀ઼छŇĎϒтΦЍຣ̙јņҋϤξಞŇĎ˵ಶј˞˼ѐ̙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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ԊĄ
一言以蔽之﹕“抑”與“不抑”表面上是經濟問題﹐實質上卻是個
政治問題ĞϒтΟ႔ᄬ̚۞ņགྷᑻŇ၁ᅫ˯ߏ߆˘ڼᇹğĄ政治專制不
變﹐經濟怪圈就跳不出去。90

“一言以蔽之”切中時弊。憂國憂（富）民之心﹐躍然紙上。走
出計劃經濟一統就死﹑改革開放一放就亂的經濟怪圈﹐唯一出路不言
而喻。

αďņᏐऋᏐ̙тᅳఞᏐŇ
為了今天趕緊走出怪圈﹐秦暉大聲疾呼〈少些“精神貴族”﹐多
些“貴族精神”〉﹐91 苦口婆心先富起來﹐別燒包似的忙著大辦貴族
學校。歷史教授歷史經驗﹐煥發貴族精神﹐構建公民社會﹐爭取民主
憲政﹐改革開放的勝利果實﹐才能像英﹑法﹑德﹑日﹑美等八國的國
際慣例﹐子孫相傳﹐長治久安。
ᄃٚᄮͭ̄ளੑď͈؍ளய۞২ޠԛјᔿځ၆۞ߏēᘲזۡڱ
טޓॡ˘ۡᄮࠎ家長對子弟的權利等值於奴隸主對奴隸的權利Ď֭ԯ
̄̃ᄃζᔴ̈́छྤ˘ᇹෛࠎछ۞ܜੑயĄҭϒߏдᇹ۞୧І˭Ď
羅馬形成了那個時代的世界上最發達的古典公民社會﹐如所周知﹐近代
公民社會的許多權利規範都是從它起源的。92
ۡזΚलॡĎᘲͭᝋᄃछטܜछ۞ޠڱгҜ̖ᔌٺ૪ሚĎ
Κलޠڱᄃ২˘ޠᇹѣņͅڱ؟Ň۞Ғ૾Ą҃˵ᄃ২ഈᙷҬĎ

90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思無涯﹐行有制》174~176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傳
統十論》57~60﹑221 頁﹐秦暉﹕《天平集》69~72 頁﹐秦暉﹕《問題與主義》422~425
頁﹐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188~189 頁﹐等等）
91
秦暉﹕《天平集》100~102 頁。
92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天平集》210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傳統十論》87 頁﹐
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292~293 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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Κल۞̳ϔᝋӀ่̙՟ѣ൴णĎ҃ͅд߆ିĞڌϒିğЪ˘۞專制極權
之下﹐把羅馬公民社會的基礎完全消解了Ą
ࠎ̦ᆃົᇹĔᙯᔣд֤ٺБਕ۞ďҌ˯۞ď̙टЇңҋ൴ᖐ
ԛёхд۞ņ̂ВТវŇ၆̳ϔّ࣎۞ᑅԺĎͧņ̈ВТវŇՀࠎᚑ
ࢦĄдᘲॡৌϒֳѣ·̶̳ϔᝋӀ۞Ϊߏ͌ᇴˠĞҋϤ̳ϔ̚۞ͭ
छܜğĎ但至少對這一部分人而言他們的個人權利﹑人格尊嚴與行為能
力是受到尊重的﹐在此基礎上就可以通過契約整合而產生自治的公民社
區和更大的公民社會。҃Κल઼֤ޓБਕ۞ņ̂ВТវŇņπඈ
гŇࣤဳ˞˘̷ˠ۞̳ϔᝋӀĎι่̙Ժ˞טņ̈ВТវŇ۞൴णĎՀ
ᑅԺ˞ˠ۞ّ࣎൴णĄ93

秦暉的邏輯很清楚﹐現代化從西方村社﹑行會﹑採邑﹑家族公社
等“小共同體”脫穎而出﹐“近代化過程是他們擺脫對小共同體的依
賴而取得獨立人格﹑個性自由與個人權利的過程。”94 用大一統反宗
法﹐“與其說是提高了家屬的人格不如說是壓低了家長的人格﹐與其
說是使家屬成為了公民﹐不如說是使家長從公民淪為了臣民。”因為
“大共同體本位條件下摧毀小共同體並不意味著個性的解放﹐反而意
味著一元化控制的強化並最終導致個性的更嚴重的萎縮﹐……就家
（族）內而言拜占庭的家（族）成員比古典羅馬更‘自由’﹐就國民
而言拜占庭臣民卻比羅馬公民更受奴役﹐只不過這一趨勢在古代中國
要更突出得多了。……在皇權面前‘人人平等’地成了奴才”。95
َͼд઼̚ņྺϔયᗟŇ۞።Ϋ˯·႕˞ᇹ۞ᑌԉēˠࣇ
ߏņࢦྺŇĎྺϔࣆዪĄጱ২ഈ઼ඉ۞ڱछൎ३ӫጏ҃ņਆጼŇ
ߏચĎԯņ˯ྺੵϐŇ۞አ̄ભĎҭԯྺϔ࿀֕Ըྮཏౄ

93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天平集》210~211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傳統十論》
89~90 頁﹐秦暉﹕《問題與主義》369~370 頁﹐再抄在同書 412 頁﹐再抄在秦暉﹕《政府
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67~69 頁﹐等等。
94
秦暉﹕《傳統十論》73 頁。
95
秦暉﹕《傳統十論》89﹑238﹑92﹑1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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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ͽјࠎ።Ϋ˯ൺ۞˘ͳഈ˵ߏ২Ą96

南懷瑾熱烈推薦的《大秦帝國》不以為然。西周井田﹐公私有別﹐
“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如秦暉云“如《詩經》云‘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此公田並非公益田﹐而是公眾勞役所耕﹑收穫歸統治者
所有﹐類似西方中古時的‘領主自營地’。”97 可想而知﹐歐洲中古
時代﹐農民幹活的積極性﹐比集體勞動﹑平均分配的大鍋飯更低。商
鞅變法“棄灰於道者黥”。隨便亂倒點垃圾﹐臉蛋上免費“刺青”﹐
居然恬不知恥﹐故作多情﹐癡心妄想用這等優惠政策“徠民”— 吸引
招來三晉人民﹐投奔暴秦消費嚴刑峻法。98 古今智叟異口同聲﹕“秦
人不覺無鼻之醜”。不說“秦人劓鼻黥面者﹐恰恰是王公貴冑居多﹐
而庶民極少。……秦法行之百年﹐劓鼻黥面者統共 1303 人﹐因棄灰而
黥面者不過 36 人。”99 換來大街小巷一塵不染的公德心﹐比起“17

96

“靠農民起義上臺的朱元璋張口‘朕本農民’﹐閉口‘享我農師’﹐不僅‘立法多右貧
抑富’﹐還下令‘農夫衣綢﹑紗﹑絹﹑布﹐商賈止衣絹﹑布。農家有一人為商賈者﹐亦
不得衣綢﹑紗。’‘農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然而蒙他
如此推重的農民們卻發出了‘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聲﹐並使洪武一
朝成為歷代王朝創建第一代裡農民起義最頻繁的一朝。1950~60 年代我國頌揚農民的調
子越唱越高﹐從‘同盟者’到‘主力軍’﹐從‘民主革命的動力’到‘蘊藏鉅大的社會
主義積極性’﹐從‘亞洲的農民比歐洲的工人更先進’到‘貧下中農上管改’﹐然而這
同時對農民的政策越來越咄咄逼人﹐農民的手腳越捆越死﹐農民的日子越過越窮。倒是
改革以後﹐‘主力軍’的調子不唱了﹐‘上管改’的榮耀沒有了﹐農民的處境反而大大
改善。”（秦暉﹕《問題與主義》20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思無涯﹐行有制》23~25
頁﹐等等）
97
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169 頁。
98
推薦參閱《商君書‧徠民》。
99
孫皓輝﹕《大秦帝國》5 部上卷 23 頁。“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韓非子
集釋》上 541 頁）。商鞅變法是減輕刑罰。“睡虎地墓中法律文書顯示﹐應徵的役夫如
不能如期報到與借故逃避將會懲以杖刑﹐而不是漢朝史家在其開國史中所誤說的死刑。
如役夫誤期 6~10 天﹐管理役夫的官員將被罰一個盾牌﹐如誤期 10 天以上將罰一副盔甲。
我們由此可以斷定﹐漢朝史學家誇大了這些刑罰以敗壞已經滅亡的秦朝。”（芮樂偉‧
韓森﹕《開放的帝國》9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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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的柏林市民在大街上養豬。”100 文明多多了﹗
正因為商鞅變法所有政策的出發點﹐都是“令貧者富﹐富者貧”
≠“全上來﹐都下去”≠殺富濟貧﹐脫了褲子放屁﹐而是南懷瑾憧憬
的中國傳統理想 —“均富”﹐韓﹑趙﹑魏等國勞苦大眾拖家帶口﹐不
辭而別“小共同體”的溫情呵護﹐逃奔“苛政猛於虎”﹐爭先恐後“人
人平等”當奴才。富民不來窮民來﹐呂不韋不來嫪毐來﹗嚴刑峻法“行
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
怯於私鬥﹐鄉邑大治。”101 由此不禁聯想王樹增撰《朝鮮戰爭》﹐窮
則思變的痞子奮勇爭先﹐殺敵立功。102 到戰國中期﹐原本貧瘠落後的
邊陲暴秦“已經有幾近兩千萬人口﹐佔整個古中國人口的一小半。舉
國卻只有一座雲陽國獄﹐可見犯罪率之低。”103 從公元前 359 年商鞅
變法到公元前 206 年秦亡漢興﹐前後 153 年﹐秦國從瀕臨滅亡走向富
強﹐大國崛起﹐天下歸一﹐“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
自以為更生。”104 不僅如此﹐在湯因比眼裡﹐“秦始皇帝通過革命式
的措施所締造的帝國由於漢劉邦的機敏手段而被拯救”。105 漢隨秦制
一往無前﹐毛澤東詩情畫意“百代都行秦政制”。不僅如此﹐歐洲資
本主義革命﹐亞非拉民族獨立﹐全球政治一體化掃蕩羅馬貴族﹐廢分
封領主﹐設郡縣流官﹐編戶齊民﹐獎勵耕戰﹐鄧英淘講話“世界都行
秦政制”。
秦暉也插過隊﹐親身經歷“出工像條蟲﹐收工像條龍﹐下田一窩

100

羅伯特‧路威﹕《文明與野蠻‧譯者序》V 頁。古典希臘“家庭生活垃圾隨意拋在街
道上﹐根本沒有排污系統。如果人們走過兩層樓房下﹐隨時都有可能聽到大聲喊叫﹐行
人要迅速向邊上一跳﹐這樣才可能避過從二樓倒下來的污水。……在炎熱的夏天﹐雅典
自然更加骯髒。”（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273 頁）
101
《史記‧商君傳》68 卷﹐《廿五史》255 頁。
102
推薦參閱王樹增﹕《遠東朝鮮戰爭》。
103
孫皓輝﹕《大秦帝國》4 部下卷 574 頁。
104
《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120 卷﹐《廿五史》326 頁。
105
湯因比﹕《歷史研究》下冊 73 頁。
41

風﹐幹活磨洋工。”106 一個包產到戶﹐被譽為“中國農民的第二次解
放”﹐煥發出難以想像的勞動積極性。農村改革的親身經歷﹐使筆者相
信﹐孫皓輝的文學小說比秦暉的實證研究更可信。當然﹐沒有免費的
午餐。商鞅被嬴虔等高尚貴族五馬分屍﹐死得慘烈。更無可挽回的秦
暉損失是﹐“中國歷史上農業社會的大共同體本位傳統加上改革前大
共同體一元化體制對人的個性與公民權利的壓抑使現代化受阻”。107
Οౌϡҋ̎۞ੑ͚;ᘲ઼ޓຍ̂Ӏ˘̂Η۞ϡĎ࠱ޓ
ߏҋ̎ͳ઼۞̂ᝋˠĎጾѣ ઼ޓ20 ̶̝˘۞˿гĄ၁ᅫ˯Ď
ߏ˘࣎ڱܧڼĄ઼छ̙ߏ˘࣎ৌϒ۞ᝋӀ઼छĎ̳҃ϔᄃ઼छ˵̙
Ξͽ࠹̢ᖼតĎࣇΪߏࣇҋ̎Ąߏ˘វ۞ďӈᎸ۞ďԛ
ё۞ď࣎វ۞̳ϔຍᙊĎ˘གྷᑻ̙πඈᄃ̳ϔဥඕ۞ЪĄ108
ಱˠࣇநٙ༊гᄮࠎĎ࣎ᓂटࣇ֭ᑅ࢝̂кᇴˠ۞ۤົĎߏ
ҋďѣԔďυ҃Ξତ۞צĄČČಱˠ۞পᝋ˵វனдۤົ̚ዶ۞
ˠপҾट๋זצٽचĄд̂ш֭̄྆̂ܜҨ࣏ˠ۞̈̃ޅĎޝᙱຐည˘
࣎Ѝ۞ځϏֽĄдࣣ൴ֈॡࠤҌ൴ֈ̝݈Ďಶົࠎш̄۞ˠ̈́
̄ࣇ۞ّ̍ࠤ!—!Ҍాౌۏەზ̙˯Ď҃Ϊߏ˘І̍ď˘࣎ۏІ!—!
Ҿͽࠎ̙ΞਕĄ109

眾所周知﹐羅馬競技場（圓形劇場）與長城並列世界七大古蹟。110
106

秦暉﹕《思無涯﹐行有制》24 頁。“井田中的公田﹐野草叢生。《詩‧齊風‧甫田》
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甫田’就是‘大田’﹑‘公田’。
這種情況說明了井田制已難再維持下去。”（《張傳璽說秦漢》12 頁）呂不韋闡明包產
到戶的道理﹕“今以眾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呂
氏春秋‧審分覽》﹐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431 頁）
107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問題與主義》23 頁。
108
“在這裡﹐富人與窮人都要經歷相同的考驗﹐才能選出純粹的公民﹐即 1793 年那樣的
公民﹐擁有法律規定權利和義務的公民。”（保羅‧韋納﹕《古羅馬的性與權力》74 頁）
109
詹姆斯‧奧唐奈﹕《新羅馬帝國衰亡史》33 頁。
110
“羅馬的橢圓型競技場﹐是羅馬最為輝煌的大理石體育館和體育競技場﹐開放於公元
80 年﹐內有五萬個座位。整個建築還有五彩的涼篷為觀眾遮日避雨﹐而且它的建設精確
到可以灌水淹沒競技場﹐然後在水中為觀眾表演海上作戰。”（本特利﹑齊格勒﹕《新
42

眾所周知憑什麼嗎﹖羅馬帝國境內“上千個城市”競相興建競技
場。111 工程總量和社會參與的文明代表性﹐火爆得遠遠超過同期長
城。怨不得秦暉恨透了秦始皇﹐強徵數十萬農民工修長城﹐極權專制
令百姓當苦力。人家羅馬也是皇帝﹐元老共和費盡心機﹐免費提供數
十萬公民“能夠打破單調日常生活的令人激動的娛樂。”112 哭乾眼淚
的孟姜女對比“令人激動的娛樂”﹐中西比較﹐文化不同﹐制度好壞
＝黑白兩道﹐鮮明得刺眼。
在羅馬﹐兩天就有一天是假日。ˠࣇౌߏјཏඕฤгڟካᑚᆐٕᚮ
全球史》293~294 頁）“現在﹐這座大劇場雖然大部分已殘破不堪﹐但仍可稱得上是世
界最偉大的建築之一。……名為圓型劇場﹐它很像兩個正面相對合建而成的劇場。”（布
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454﹑402 頁）
111
“幾乎帝國全部城市﹐特別是希臘化東方的城市﹐全都有一套非常科學的排水系
統﹔……城內到處都有漂亮的大浴室﹐使每個市民能天天洗澡而所費無幾﹔有規模宏大﹑
設備精良的遊藝運動場所 — 競技所和角鬥演習所。……此外則是一些供公眾娛樂和教
育事業用的建築﹕如劇場﹑競技場﹑競走場﹑圓型劇場﹑公共圖書館﹑供辯論和公眾講
演用的講堂和圖片陳列館。”（羅斯托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204﹑208 頁）羅
馬就有“九家鬥獸場和劇院”（詹姆斯‧奧唐奈﹕《新羅馬帝國衰亡史》45 頁）。“在
整個羅馬世界的其他大大小小的圓型劇場裡﹐大圓型競技場的格局也屢見不鮮。”（邁
克爾‧格蘭特﹕《羅馬史》243 頁）“羅馬世界幾乎全部圓形劇場 — 已知有百餘座 — 都
不是公共建築﹐而是由富裕公民捐修的。……角鬥在希臘很盛行。……在高盧﹐角鬥同
樣盛行。但角鬥無法在閃米特人那裡流行﹐比如﹐在埃及和敘利亞﹐只有少量的角鬥比
賽。”（保羅‧韋納﹕《古羅馬的性與權力》64﹑141 頁）
112
“圓型競技場在羅馬非常流行﹐……羅馬的馬克西姆競技場可容納 25 萬名觀眾。露天
運動場裡的娛樂在今天看起來是一種粗俗和殘暴的活動 — 角鬥士之間﹑人和野獸之間
進行殊死的搏鬥﹐但是城裡的人蜂擁去觀看這種活動﹐並將其視為能夠打破單調日常生
活的令人激動的娛樂。”（本特利﹑齊格勒﹕《新全球史》293 頁）。“首都和其他各地
以及帝國的各省也全都以同樣的慷慨的精神以各種宏偉的公共建築加以美化﹐到處都充
滿了圓型劇場﹑劇院﹑神廟﹑柱廊﹑凱旋門﹑浴場和水渠﹐”直到帝國眼看滅亡了﹐“使
這些遊手好閒的群眾真正感到激動和歡樂的﹐仍然是頻繁舉行的公眾競技活動和各種節
目。基督教君主們的同情心使他們禁止了慘無人道的格鬥士的打鬥﹔但羅馬人仍把競技
場視為他們的家﹑他們的廟宇和共和國中心。他們迫不及待地在天剛破曉時候就趕去佔
地方﹐還有很多人就在近處的柱廊裡度過焦急的不眠之夜。觀眾的人數有時多達 40 萬”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 46 頁﹐下冊 19~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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ԫಞܑႊĄ̚ᘲ۞̂ᚮԫಞ˘ѨΞͽटৼ 25 ༱ˠĄிٙۢĎᚮ
ԫಞ۞ņܑႊŇȈ̶ҕབྷണԡĎܑႊ۰͘Чڠጡ࠹̢ࡃ୭Ąᔵֶ
ఢؠ౼Ӏ۰Ξͽᛝ˞εୀ۰۞ّĎΞߏࣇ˵གྷ૱ึᑕ៍ிࢋՐ
εୀ۰୭चĄՀണԡ۞ಞࢬߏ΄ጼٕܵѪЖϚᄃᘙຨĄ113

今天動物園裡“野生”老虎﹐陡見牛犢嚇得腿軟。為了避免公民
掃興﹐罪犯﹑敵酋﹑犯錯奴隸﹑基督教徒﹐成群結隊歡送圓形劇場﹐
煩請豺狼虎豹公開行刑﹐光天化日﹐眾目睽睽﹐生吞﹑活剝﹑咬斷﹑
撕裂﹑掙扎﹑抽搐……哀號震天﹐喜聞樂見。慘絕人寰﹐賞心悅目。
餵活人培訓出專業撲殺的技能猛獸﹐始有角鬥士學校高材生傾情獻藝﹐
觀眾席上地動山搖﹐萬眾沸騰。114 秦暉慷慨激昂得沒錯﹕
ෳߏෳ۞ — Яࠎࣇߏྻض۰Ďࣇ՟ѣ̳̙ົۤזצϒ۞
ܬच。ෳ۞ቁߏ — ۞إЯࠎࣇ͕ᘭ̙ض۰Ďࣇԩᛉ֭۬ϒۤ
ົ̙̳。дߦٛဦďֲ֧̀кᇇඈˠ࠻ֽĎෳᄃဿᐝ̝Ҿಶдٺē݈
115

۰ჯ᜕ۤົϒཌྷĎ҃ޢ۰ΪᏖ˘̝̎ռĄ

羅馬公民絕非都愛看猛獸行刑﹐腸子肚子流一地﹐肯定有人噁心﹐
倒胃口﹐回家影響正常食慾。更有不少大家閨秀小家碧玉聯袂劇場﹐
花枝招展﹐活色生香﹐情真意切孔武英俊的角鬥士命懸一線﹗直嫉妒
得連個別皇上都坐不住了﹐親自下場客串。116 不僅如此﹐不斷有高尚
113

筆者黑體加重﹔馬雷﹕《西方大歷史》48~49 頁。
“人獸相鬥可分成兩類﹐一類純粹是為了執行極刑﹐在這種情況下﹐被判極刑者手無
寸鐵地與飢餓的獅子﹑豹子等猛獸搏鬥﹐直到被咬死喫掉為止﹔另一類則被稱作‘狩
獵’﹐‘獵手’可手執武器﹐但沒有護身之物﹐如果‘獵手’吉星高照﹐可以生還﹐也
可以獲重獎﹐就像獲勝的角鬥士一樣。”（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393 頁）“角鬥
士喫午飯時會中止搏鬥﹐這時會安排一些別出心裁的滑稽節目﹐而節目的製作材料是所
有死囚的血肉之軀。這就是我們稱之鬥獸的兩個組成部分﹕一是角鬥士之戰﹐一是死囚
在劇場上演肉刑或是一場獵逐之戰﹐結果總是獅子喫掉他的馴服者。”（保羅‧韋納﹕
《古羅馬的性與權力》109 頁）
115
秦暉﹕《天平集》101 頁。
116
“這位皇帝總共進行過七百三十五六次這種戰鬥。……但是﹐群眾看到他們的君主竟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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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族不斷呼籲適可而止。這不﹐公元 325 年﹐皈依了基督的羅馬皇帝
君士坦丁頒旨叫停﹐公民社會自由民主不答應﹗117
ᚮԫಞܑႊ۞༼ϫ౯צᝌܓĄڼ۰ࣇ൴னĎщଵྤӄᇹ۞ႊ
ͽ͕̈́˘ˠϔ۞ײᓏߏΞҖ۞ĎЯࠎࢴ͟۞ᘲ៍ி఼૱
Ӏϡ፟ົܑ྿ࣇ۞̙႕ࢋՐĄ֎̀۞ޠڱгҜᚑזצໂ
ბ۞ቻෛĎҭధкᐌຍᆷ۞ᒸ۞ᅛ͛ᙋځĎ֎̀д̳ி͕̚Ďপ
Ҿߏд̃۞͕̚Ď̪፬˞៙࡚̝ଐĄ118

富士康的“連環跳”令人容易產生聯想﹐反正一死的奴隸﹐偶爾
想不開﹐也會爆發起義。119 僥倖勝利﹐“奴隸和奴隸主都無法想像沒

然自願加入格鬥士的行列﹐並以在一種被羅馬的法律和習俗公正地斥為最可鄙的職業中
一顯身手為榮﹐連他們中地位最低下的一些人也感到羞辱和憤怒。”終於﹐犯眾怒的康
茂德遭暗殺了（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 93 頁）。“確實﹐角鬥被視為
一種下賤的職業（如莫里哀時代的妓女和戲子）﹐因此﹐一個貴族下鬥獸場搏殺﹐他就
不再是貴族了﹐貴族角鬥士極少見。”甚至成為明星也“不能與普通人埋葬在一起﹐只
能埋在一個偏僻的地方﹐同戲子﹑妓女﹑開妓院的和上吊自縊者一樣。”（保羅‧韋納﹕
《古羅馬的性與權力》115﹑124 頁）
117
“君士坦丁﹐這位基督教皇帝宣佈﹕‘和平時期的流血節目不適合我們。’但他沒能
實際禁止這類節目﹐公共輿論並不那麼聽話。”（保羅‧韋納﹕《古羅馬的性與權力》
142 頁）君士坦丁曾經俘虜眾多高盧叛酋﹐帶回遊街示眾後﹐送“劇場”餵猛獸。君士坦
丁關愛人權﹐發動著名的司法改革﹐強姦死刑“或者活活燒死﹐或者在競技場上讓野獸
撕成碎片。”由於奴隸動輒得咎﹐死刑送“劇場”萬一死得太快便宜了﹐所以“奴隸﹐
不論男女﹐如確犯有強姦或誘姦罪﹐一律活活燒死﹐或用另一種奇巧的﹑由口中灌入若
干熔鉛的酷刑處死。”（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 230 頁）
118
邁克爾‧格蘭特﹕《羅馬史》243 頁。
119
“在奧古斯都時代﹐亦即公元初﹐一個角鬥士會在第十次拼殺中死去﹔一個半世紀後﹐
即在馬可‧奧勒留時期﹐角鬥士平均在第三或第七場搏鬥中被殺死。……從法律上講﹐
經理人有權燒死他的角鬥士﹐如果他們不履行合同或攻擊經理人。對奴隸角鬥士﹐這樣
做沒有問題﹐因為任何主人都有權隨意處置自己的奴隸。……角鬥士無路可退。任何角
鬥士表演都會以一種悲劇的方式開場﹕人們在鬥獸場給那些拒絕打鬥的角鬥士預備了燒
火的烙鐵﹐為將出現的屍體準備了棺材。當一個贊助人準備好這一切﹐他會提前宣佈他
要在鬥獸場建一個屍體停放處﹐看臺的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羅馬的燈具﹑浮雕和
古代繪畫總是熱衷於表現角鬥士被殺死的那一刻。觀看角鬥士搏殺的人們願意看到角鬥
45

有奴隸制存在的社會是什麼樣的。”120 結果仍舊奴隸制﹐區別在於沒
文化﹐121 等同中國“打倒皇帝做皇帝”更專制。實踐證明“痞子革
命”徒勞無功﹐有害無益。為了避免擾亂公民社會自由民主的正常進
程﹐耐心等候高尚貴族恩賞這一點點“社會正義”﹐從公元前 264 年
到公元後 403 年﹐斯巴達克斯們一等等了七百年﹐122 從戰國等過秦﹑
前漢﹑後漢﹑三國﹑西晉﹑東晉﹐直到現代西方埋怨古代羅馬欠缺環
保意識﹐把北非獅（比非洲獅體型大）﹑北非虎全逮絕種了。猛獸難
士自相殘殺﹐他們看到有人死了﹐才是最好的節目。”（保羅‧韋納﹕《古羅馬的性與
權力》113~118﹑131 頁）
120
“由斯巴達克斯和他的追隨者發動的奴隸起義卻有別的原因。他們並沒有想要為廢除
奴隸制這一不公平的社會現象而戰。為了逃離惡劣的環境﹐他們像馬姆魯克或是海盜一
樣開始了海上冒險﹐想在遠離羅馬的地方建立一個自己的國度。斯巴達克斯的前輩在西
西里島發起了叛亂。他們建立了首都安那﹐尊其中一員為王﹐甚至還有了自己的貨幣。
難以置信的是﹐在這樣一個奴隸建立的國家裡﹐竟然允許奴隸制存在。為什麼會這樣﹖”
（阿利埃斯﹑杜比﹕《古代人的私生活》1 卷 67 頁）
121
“羅馬共和國盛期﹐奴隸起義時常發生。公元前 137 年爆發了大規模的西西里奴隸起
義。……這次起義過程中﹐掙脫了鎖鏈的奴隸們推舉了敘利亞籍奴隸優努斯為國王﹐並
仿照敘利亞人故土塞琉古王國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國家。塞琉古王國也是一個奴隸制國
家﹐所以在優努斯領導下﹐西西里奴隸建立的國家仍然保留著奴隸制﹐只有參加起義的
奴隸才獲得人身自由。……公元前 132 年﹐羅馬軍隊以優勢兵力包圍了起義軍﹐並對起
義軍實行分化﹐結果優努斯被俘﹐死於獄中﹐起義失敗。”（厲以寧﹕《羅馬~拜占庭經
濟史》66~67 頁）
122
“早在西西里戰爭時﹐羅馬人就從伊特刺斯坎人那裡引進了一種野蠻習俗﹐讓死囚或
奴隸相互格鬥﹐直到一方被殺死為止﹐以這種方式紀念去世的羅馬大人物。這些人後來
被稱作‘鬥士’。‘鬥士’一詞源於拉丁語 gladius﹐意思是‘劍’。這種血腥表演滿足
了羅馬人尋求刺激的需要。主持葬禮的官員甚至根本不顧葬禮的日程﹐只是一味延長競
技時間來博取觀眾的歡欣心﹐以此為自己拉選票。”（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402
頁）“角鬥誕生在這裡﹐並持續了五百年。……角鬥經歷了五百年﹐……角鬥在四世紀
慢慢而艱難地消亡了﹐……角鬥的消失非常緩慢和艱難﹐它的消亡需要一個世紀。最後
一批角鬥搏殺發生在公元 410 年”（保羅‧韋納﹕《古羅馬的性與權力》123~128﹑141
頁）。“即使保守的估計﹐圓型大劇場也能夠容納五萬名觀眾。……遲至 522 年﹐將於
翌年（523 年）就任的執政官允許在羅馬城內舉行被稱之為‘人獸搏鬥’的大型狩獵表
演。……最後一次這樣的狩獵表演是在 537 年。”（詹姆斯‧奧唐奈﹕《新羅馬帝國衰
亡史》47~49 頁）
46

求﹐退而求其次﹐兩條腿的人有得是﹐鬥獸場改鬥人場﹐興高采烈接
著玩﹗123
高尚貴族“社會正義”得太遲了。秦始皇焚書坑儒﹐串連長城擋
匈奴﹔漢武帝罷黜百家﹐越過長城攆匈奴﹔大國崛起“蝴蝶效應”﹕
中國打匈奴﹐匈奴打哥特﹐哥特滅羅馬﹐“大漠無王庭”的多米諾骨
牌往西倒過去幾百年。124 終於﹐蠻族旄纛成了奴隸避難所的標識﹐“他
123

其實﹐現代化與羅馬保護野生動物的嚴厲措施一脈相承。“非洲的獅子迫於飢餓常跑
到沒有遮攔的村莊和開墾過的土地上來﹔它們可以橫行無忌地到處禍害。這些獸王是專
為皇帝和首都人民取樂之用的﹔不幸的農民﹐即使是為了自衛殺死一頭﹐也會受到非常
嚴厲的懲罰。這一‘狩獵法’到霍諾里烏斯時代才有所改變﹐最後被查士丁尼完全取
消。”因為到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527~565 年）﹐西羅馬滅亡（476 年）近百年了。野
獸少了多用人﹐譬如皇帝康茂德（180~192 年）平常一場遊戲﹐“劇場的獅房的門被打
開﹐立即有一百頭獅子同時跑了出來﹔”到奧勒良皇帝（270~275 年）盛大凱旋﹐“排
在慶祝隊伍最前面的是 20 頭大象﹑四頭虎王和來自北部﹑東部和南部不同地域的兩百多
種珍奇動物。在它們後面跟著 1600 個專門在競技場上進行殘酷的娛樂活動的格鬥士。”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92 頁腳註 1﹑93﹑194 頁）
124
“到了東漢﹐匈奴為中國擊潰﹐其殘餘西遷﹐一步一步吸收所經之處的土著群體﹐終
於成為歐洲的大威脅。匈奴王阿提拉（Attila﹐406﹖~453）兵臨羅馬帝國﹐已是匈奴離開
蒙古故地四百年之久了。這一族群移徙﹐後波逐前浪﹐牽動整個歐亞大陸的族群分佈圖。
歐洲史上的蠻族入侵﹐即是這一串連鎖反應的後果。”（許倬雲﹕《萬古江河》116 頁）
“匈奴後來分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漢朝﹐北匈奴則西走﹐一部分到了法國﹐一部分到
了西班牙﹐一部分到了英國﹐以至滅亡了整個西羅馬帝國。西方歷史中的匈人是否匈奴
人﹖史家意見不一致﹐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國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卻
把整個歐洲打垮了。”（金庸﹕《金庸散文集》319 頁）。“造成蠻族入侵的因素很多﹐
其中之一是他們受到來自亞洲蒙古的匈奴民族的壓迫。匈奴在被中國的漢王朝擊潰之後
便舉族西遷。他們具有遊牧民族的剽悍與殘忍﹐令日耳曼部落聞風喪膽。大約在公元 370
年間﹐匈奴佔據了東哥特人的土地﹐同時不斷西遷。於是日耳曼部落便相繼入侵羅馬帝
國。他們的原始目的之一就是為了找到一處避難所。”（馬雷﹕《西方大歷史》60 頁）
“至於是什麼原因使這些歷史上的匈人 — 西匈奴的後裔 — 離開鹹海北部草原進入歐
洲的呢﹖我們還不知道。大約 374 年﹐他們渡過伏爾加河下游以後﹐在約丹勒斯稱之為
巴拉米爾﹐或者是巴拉貝爾的首領的率領下奮力向前﹐渡過頓河﹐打敗並臣服了庫班河
和捷列克河畔的阿蘭人﹐進攻第聶伯河以西的東哥特人﹐打敗東哥特人年邁的國王亥耳
曼納奇﹐亥耳曼納奇在失望中自殺。其繼承人維塞米爾也被匈人打敗和殺死。大多數東
哥特人屈服於匈人的統治﹐而西哥特人逃避了匈人的入侵﹐渡過多瑙河進入羅馬帝國（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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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砸碎鎖鏈﹐在他們的偉大解救者的命令鼓舞下﹐決心為他們過去被
奴役時所受的傷害與侮辱報仇。”125 不管秦暉多麼心疼﹐476 年﹐蠻
族入侵“導致西羅馬帝國和羅馬文明的滅亡。”126 高尚貴族~公民社
會的歷史終結。127
ࣇ۞۞ሤଐᘕ൴˘ήΞෳ۞Ꮣᄬٕॾ֏Ďдˣ͵ࡔॡజ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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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教授好一個精確嚴謹的科學表述﹕“羅馬法直到帝制時代一
年）。”（勒內˙格魯塞﹕《草原帝國》67﹑108 頁）阿米阿努斯˙馬賽里努斯的著作稱
匈奴人為“Huns”。“匈奴人的入侵﹐也帶來了西歐各民族的遷徙。……哥特人在匈奴
人壓力下﹐進入羅馬帝國境內﹐最後征服了帝國西部最富庶的地區。”（彼得‧李伯賡：
《歐洲文化史》上冊 78﹑103~104 頁）“在歐洲西部﹐侵略者是真正的野蠻人。……他
們的人民都是溫飽型農民﹐且來自羅馬帝國國境之外的中歐和東歐﹔他們一方面受人口
增長的壓力﹐受對其他民族進行大肆掠奪的吸引﹐另一方面又在逃避像來自大草原的匈
奴人這樣的真正遊牧民族的襲擊。”（格溫‧戴爾：《戰爭》122 頁）“公元四世紀後期﹐
當匈奴人從他們的家鄉中亞一帶大舉西侵時﹐西哥特人和羅馬人的關係發生了戲劇性的
變化。匈奴人講突厥語﹐他們可能與生活在中國西部中亞大草原上的匈奴人是同族。……
匈奴人已經給西哥特人﹑東哥特人﹑汪達爾人﹑法蘭克人和其他日耳曼人造成了鉅大的
壓力﹐使他們大批地湧進羅馬帝國內尋求庇護。進入帝國邊境後﹐他們基本上沒有遇到
任何有效的抵抗﹐幾乎可以任意行動。……西哥特人甚至在公元 410 年擄掠了羅馬城。
到公元五世紀中期﹐西羅馬帝國已經步履蹣跚。公元 476 年﹐日耳曼僱傭軍領袖奧多亞
克廢黜了西羅馬帝國最後一個皇帝羅慕洛斯‧奧古斯都烏斯﹐帝國的統治在屈辱中走到
了盡頭。”（本特利﹑齊格勒﹕《新全球史》329 頁）
125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下冊 26 頁。
126
“史學家將公元 476 年當做羅馬歷史的句點以及中世紀的開始。中世紀一直到 1492 年
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才告結束。”（馬雷﹕《西方大歷史》60~61 頁）
127
順手留給秦暉一道弱智思考題﹕匈奴從東往西來﹐途經東羅馬﹐為什麼染上東方專制
從而必然落後挨打的拜占庭﹐不僅沒按順序先完蛋﹐反而多活了上千年﹖請注意﹐“歷
史學家們對帝國滅亡提出各種各樣的解釋 — 根據最新的統計﹐已經超過 210 種。”（本
內特﹑霍利斯特﹕《歐洲中世紀史》48 頁）
128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下冊 7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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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認為家長對子弟的權利等值於奴隸主對奴隸的權利﹐並把子女與奴
隸及其他家資一樣視為家長的財產。”設身處地公民社會﹐有幸投胎
成家長﹐無論貧富﹐尤其擁有奴隸不多的普通公民﹐自然樂得公共浴
池泡過澡﹐渾身舒坦不花錢“喫著麵包﹐看著競技比賽”﹐129 欣賞他
人子女與猛獸搏鬥﹐與他人子女拼命。公元 79 年羅馬大劇場開光慶典﹐
一口氣“在這裡讓 4.5 萬名觀眾觀看了一百天血腥角鬥。”130 福居天
堂俯瞰地獄﹐超級享受絕頂刺激﹗萬般不幸羅馬滅亡﹐秦暉空懷高尚
的貴族精神﹐只能面壁寺廟宣傳畫﹐心馳神往西方極樂世界了。
可萬一不慎投錯了胎﹐或打了敗仗﹐變身“等值於”子女的奴
隸﹐131 無望乞求狼心狗肺不如的家長高抬貴手﹐留條生路﹐一代一代
又一代﹐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生不如死的絕望之中﹐遽然昇起
“東方紅”說一不二﹐蠻橫取締“令人激動的娛樂”項目﹐又怎能不
喜出望外﹐從心底裡（從而盲目）熱烈歡呼﹖
Яѩԧࣇಶ̙ᙱநྋĎࠎ̦ᆃд࿅Ν̙˳۞֤࣎ņԲጏૣڱŇ۞ѐ
྆Ďົھ˘۵ņᏐ̙Ꮠď߆̶ڼŇďņᏐऋᏐ̙тᝋ๕ᏐŇ۞ሗ
߹ĄČČЯѩᖞវ֤˭טņᏐ̙ᏐĎ߆̶ڼŇďņᏐऋᏐ̙тᅳ
ఞᏐŇ۞˵ڶېϏυߏ֤ᆃņͅ็Ň۞Ą132

129

卡根等﹕《西方的遺產》上冊 170 頁。“帝國當局從來沒有推行一種真正的城市政策﹐
相反﹐他們只是想盡辦法對穀物和觀賞公共娛樂給予補貼﹐讓大眾滿足於‘麵包和競技
場’。”（本特利﹑齊格勒﹕《新全球史》295 頁）“下層羅馬人首先走向墮落﹐他們總
在期盼那些公共活動（有時會持續幾天）的舉行﹐因為他們在那些日子裡可以分享羅馬
在征服中掠奪來的財物。這些人不事生產﹐只靠富人無償提供給他們的食品生活﹐後來﹐
僅靠私人捐贈顯然已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了﹐因此養活他們成了國家的責任﹐由國家定
期發給他們穀物。”（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402 頁）
130
布雷斯特德﹕《文明的征程》454 頁。該工程持續十多年。趕工開光以後﹐一邊狂歡﹐
一邊不斷往上擴建﹐增加普通公民在更高處的座位數量。
131
“羅馬人不是以種族來定義奴隸的﹔如果一個人不幸在戰鬥中被俘﹐或被遺棄﹐或被
賣給別人以償還債務﹐他就有可能淪為奴隸。”（本內特﹑霍利斯特﹕《歐洲中世紀史》
12 頁）
132
秦暉﹕《天平集》209~210﹑39 頁。“在近古時期的中國﹐由於長期‘家國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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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窮則思變”不識好歹了。“正是在這種‘爹親娘親不如
皇上親’的反宗法氣氛下﹐大共同體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脹得漫無邊
際。”133 大旱盼雲霓﹐來的是分不清高尚不高尚的《暴風驟雨》。角
鬥士失去圓形劇場的鐵飯碗﹐唐吉訶德流離失所﹐從此﹐再無緣牽動
母公民的懷春芳心了。“秦漢的‘非宗法化’不是公民個人權利消解
了家族權利﹐而是專制國家權力壓垮了家族權利﹐當然就更壓制了個
人權利。這與拜占庭專制皇權對羅馬父權制家族的解構是類似的﹐……
顯得十分現代化﹐……反而更加遠離了公民社會”。134 這以後﹐大一
統變本加厲﹐專制絕緣現代化﹐不僅中國﹐而且拜占庭。
ņ̂ВТវŇ่̙Ժّ࣎טĎࠤҌ˵Ժטņ̈ВТវŇĎ่̙ᑅԺ
˞ξಞጱШ۞࣎ˠซפჟৠĎࠤҌ˵Ժ˞טξಞጱШ۞ะវซפჟৠĎ
่̙Ժ࣎˞טˠྤώཌྷĎࠤҌ˵Ժ˞טņछྤώཌྷŇďņۤડྤ
ώཌྷŇٕ۰ņЪүྤώཌྷŇĄ135

看看看﹐個人資本主義﹑家族資本主義﹑社區資本主義﹑合作資
忠孝互補﹑宗法關係政治化﹑‘君父’與‘臣子’間的‘擬血緣’宗法依附關係在許多
情況下反而比真正的家（族）長與家（族）屬間的血緣宗法關係更摧殘人性﹑束縛人的
自由發展﹐……直到‘文革’時期那種慫恿子造父反﹑六親不認﹑‘劃清界限’以至‘爹
親娘親不如領袖親’的宣傳﹐可謂史不絕書。……也許我們真正難以擺脫的‘傳統’並
非家族主義﹐而是那種‘天大地大不如皇恩大﹐爹親娘親不如陛下親’的大共同體一元
化 —‘大一統’主義﹐……當年高唱‘爹親娘親不如領袖親’的那些城裡人並不比孝敬
爹娘的農民更像‘市民’（citizen﹐即近代都市文明中的公民）”（秦暉﹕《問題與主義》
321﹑17 頁）。
133
秦暉﹕《問題與主義》364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農民中國》269 頁﹐秦暉﹕
《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61 頁﹐秦暉﹕《傳統十論》316 頁﹐等等。
134
“由此形成的拜占庭羅馬法雖然消除了羅馬時代﹑尤其是羅馬共和國時代的宗法色彩
而顯得十分‘現代’化﹐但拜占庭社會反而比羅馬社會更加遠離了‘公民社會’而向東
方帝國發展。”（秦暉﹕《問題與主義》446 頁）
135
“近古中國政治中樞所在的北方地區宗族關係遠不如南方尤其東南一帶發達﹐但公民
個性的成長與市場關係的發育卻比南方更為艱難﹐這無疑為重要原因之一。”（秦暉﹕
《天平集》211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蘇文﹕《田園詩與狂想曲》293 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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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條條大路通羅馬﹐歧路亡羊﹐什麼資本主義也發展不起
來。“專制極權之下﹐把羅馬公民社會的基礎完全消解了。”剩下的
只有長期停滯﹐坐等著落後挨打了。
ႷĎᄃͧ࠹ځ͛ܕ݈Ď઼̚ˠĞ઼̚ņ̈ྺŇğ၆ۤડĞ҃
̙ߏ၆઼छğ҃֏۞ņҋϤŇߏໂࠎΞ៍۞Ą઼҃̚ˠĞ઼̚ņበ
ڣŇğ၆઼छĞ̙҃ߏ၆ۤડğ۞ᔴᛳಶՀࠎΞ៍ĄČČಶ̈ВТវቑ
ಛ҃֏઼̚۞ņ̈ྺŇ۞ቁͧγ઼۞ՅࣶۤۤņҋϤŇēࣹ࣎Յۤਕ
̯ధ็઼̚ᇹ۞ҋϤ১ҪďҋϤགྷથĔ҃ಶ̂ВТវ͎࠻ޘĎ઼̚
۞ņበڣŇ˫۞ቁͧγ઼۞ņ઼݈छŇاϔՀૻٺטצᝋēࣹ࣎ņ݈
઼छŇਕည็઼֤̚ᇹ࿀઼ϔ˘ѨѨ֕Ըྮ҃ԛјฉഇّ۞ۤ
136

ົᘕࠓĔ

注意了﹐這裡東西比較的科學規範﹐抽象掉的時間因素又回來了。
第一﹐是“外國的村社社員”對比中國小農﹐不是競技場待命等死的
奴隸﹐不是貴族莊園人身依附的農奴或隸農 ≈ 奴隸。137 第二﹐是歐洲
自然經濟“前國家”對比中國市場經濟大一統﹐全球爆炸的世界大戰﹐
不在實證比較的學術範疇。接下來﹐秦暉教授給愚昧無知的中國小農﹐
出了一道跨越千年歷史長河的超級理性選擇題。為了實現四五個現代
化﹐競技場上歡欣鼓舞的家長們﹐至少“他們的個人權利﹑人格尊嚴
與行為能力是受到尊重的﹐在此基礎上就可以通過契約整合而產生自
治的公民社區和更大的公民社會。”且孝且順的鼠目寸光面前﹐特設
兩個按鈕搶答﹕
A﹒修長城 — 有助家人安全種地﹐坐等著將來落後挨打﹐
B﹒修劇場 — 以便家長血腥狂歡﹐日後先進滿世界打人。

136

秦暉﹕《傳統十論》91~92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問題與主義》371~372 頁﹐
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71 頁﹐等等。
137
“他們是中世紀農奴的前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
思恩格斯選集》4 卷 1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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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ďᇷϔŮᇷӖŶᇷ߆̩ಱ
ڱጏૺņԺࣘ׀Ňಶߏૻ̼ഈԗ۞གྷᑻᗽᕝĎિՙͤטņҙࢪዥ
̝ޒክˠŇ൴णૻ̂۞ϔมགྷᑻĄϒтͳщϮٙᄲēņҙࢪዥ̝ޒክ
ˠĎ࠰ਕռ̝̟פ๕Ďጽ༱̝ۏӀĎᄃˠۋᐶࢵĎ҃ٸ̝ᇒŇĎ
ߏ̙ਕटధ۞ĒČČĞͳщϮĲࣘ׀ĳྐĎඊ۰ரğᇹ۞ޥຐ
ֽ˳ᅈĎԧ઼ѝഇņԺࣘ׀Ň۞ޥຐछಶᄮࠎēņ༱ϔ̝̙ڼŇ۞ࣧЯ
дٺņళಱ̝̙ᆅŇĎЯѩᅮࢋņ΄ళ۰ಱĎಱ۰ళŇĎ甚至公然聲稱
要“殺富”ĕ138

暴民＋暴君＝仇富仇到“甚至公然聲稱要殺富﹗”由於寫的說的
次數太多了﹐害得筆者查閱了十個版本。139《商君書‧說民》確實說
過“令貧者富﹐富者貧”﹔140《商君書‧弱民》確實沒說過“甚至公
然聲稱要殺富”。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如此重大命題﹐十幾年如一
日﹐憤筆疾書﹐口若懸河﹐n＋1 次專著﹑文章﹑論文集﹑授課﹑演說﹑
辯論﹑感言﹑心路歷程……﹐n＋1 次重複這段語錄﹐言之鑿鑿不忘學
術規範﹐n＋1 次白紙黑字註明出處。141〈弱民〉篇總共 836 字﹐不見

138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天平集》63~64 頁。
嚴萬里校﹕《商君書》和《商君書箋正》﹐陳啟天校釋﹕《商君書校釋》﹐高亨﹕《商
君書註釋》﹐朱師轍﹕《商君書解詁定本》﹐蔣禮鴻﹕《商君書錐指》﹐賀凌虛註譯﹕
《商君書今註今譯》﹐北京電子管廠﹑廣播學院《商君書評註》小組﹕《商君書評註》﹐
山東大學《商子譯註》編寫組﹕《商子譯註》﹐改革出版社 1998 年出《商君書》。
140
《商君書‧說民》道﹕“民貧則弱國﹐富則淫﹐淫則有虱﹐有虱則弱。故貧者益之以
刑則富﹔富者損之以賞則貧。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
三官無虱。國久強而無虱者必王。”（高亨﹕《商君書註釋》56 頁）
141
譬如在秦暉﹕《傳統十論》49 頁重複﹕（引王安石〈兼併〉詩）“這樣的思想其來久
遠﹐我國早朝‘抑兼併’的思想家就認為﹕‘萬民之不治’的原因在於‘貧富之不齊’﹐
因此需要‘令貧者富﹐富者貧’﹐甚至公然聲稱要‘殺富’﹗”在同書 122~123 頁重複﹕
（引王安石〈兼併〉詩）“由此產生了統制經濟下的‘抑兼併’思想﹐認為‘萬民之不
治’的原因是‘貧富之不齊’。因而需要‘令貧者富﹐富者貧’﹐甚至公然聲稱要‘殺
富’﹗”在秦暉﹕《問題與主義》397 頁重複﹕（引王安石〈兼併〉詩）“由此產生了統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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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殺”字﹐毋庸哪位弟子多餘核對一次。難道說水木清華﹐獨家
破土新竹筍了﹖應當不必要。齊桓公真的紅口白牙問管仲﹕“四郊之
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142
致富引來殺身之禍﹐彪炳了史冊。由此可見公元前 725~645 年﹐殺富
濟貧的管仲先商鞅加入了共產黨。可惜差一點﹐普通小學語文“殺商”
≠頂尖大學教授“殺富”。
ॱ̳͠ēņӍ୬୭ϒથྥ̝Ӏ҃ৈྺְ͈̝ĎࠎѩѣͼĔŇგ̄

制經濟下的‘抑兼併’思想﹐認為‘萬民之不治’的原因是‘貧富之不齊’（《管子‧
國蓄》）。因而需要‘令貧者富﹐富者貧’甚至公然聲稱要‘殺富’（《商君書‧說民﹑
弱民》）﹗”在同書 418 頁重複﹕（引王安石〈兼併〉詩）“這樣的思想其來久遠﹐我
國早朝‘抑兼併’的思想家就認為﹕‘萬民之不治’的原因在於‘貧富之不齊’﹐因此
需要‘令貧者富﹐富者貧’﹐甚至公然聲稱要‘殺富’﹗”在秦暉﹕《思無涯﹐行有制》
重複﹕（引王安石〈兼併〉詩）“這樣的思想其來久遠﹐我國早期‘抑兼併’的思想家
就認為﹕‘萬民之不治’的原因在於‘貧富之不齊’﹐因此需要‘令貧者富﹐富者貧’﹐
甚至公然聲稱要‘殺富’﹗”（170~171 頁）在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重
複﹕（引王安石〈兼併〉詩）“由此產生了統制經濟下的‘抑兼併’思想﹐認為‘萬民
之不治’的原因是‘貧富之不齊’。因而需要‘令貧者富﹐富者貧’﹐甚至公然聲稱要
‘殺富’﹗”（98 頁）在秦暉﹕〈“制度碰撞”與“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兩種景觀〉重
複﹕（引王安石〈兼併〉詩）“由此產生了統制經濟下的‘抑兼併’思想﹐認為‘萬民
之不治’的原因是‘貧富之不齊’。因而需要‘令貧者富﹐富者貧’﹐
甚至公然聲稱要‘殺
富’﹗”（《世紀中國》2002 年 4 月 25 日﹐http://www.confuchina.com/08%20xiandaihua/
zhidu%20wenhua.htm）在秦暉﹕〈“業佃”關係與官民關係 — 傳統社會與租佃制再認
識之二〉重複﹕“《商君書》說治國者要‘令貧者富﹐富者貧’（〈說民〉篇）﹐甚至
要‘殺富’（〈弱民〉篇）”（《學術月刊》2007 年 1 期﹐http://economy.guoxue.com/ar
ticle.php/12154）。在秦暉﹑蘇文二人合著的《田園詩與狂想曲》也重複﹕“我國早期‘抑
兼併’的思想家就認為﹐‘萬民不治’的原因在於‘貧富之不齊’﹐因此需要‘令貧者
富﹐富者貧’﹐甚至赤裸裸地聲稱要‘殺富’﹗”（186 頁）等等﹐等等……。每一次都
註明出自《商君書‧弱民》。各類媒體﹑網站﹑博客﹑視頻有根有據地重複轉載《商君
書‧弱民》“殺富”說﹐更是不計其數﹗筆者偶然看到汪茂和 1984 年也說﹕“《商君書》
特別強調‘弱民’﹑‘殺富’﹐”註明出處也是《商君書‧說民》﹑《商君書‧弱民》
（汪茂和﹕〈政治支配形態下的封建國家地主與貴族官紳地主〉﹐《中國古代地主階級
研究論集》51 頁）。難道是秦暉上了汪茂和的當﹖
142
《管子‧輕重丁》﹐姜濤﹕《管子新註》5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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၆͠ēņඒࢦ҃༱ۏᅅĎඒᅅ҃༱ࢦۏĎ۰̙ᏊϲĄ߇୭ϒથྥ̝Ӏ
҃ৈྺְ͈̝Ďኛࢦඒ̝ᆊˬܛѺĄࡶߏϣ̂ᜥĎ҃ྺ͈ᚍְ
ջĄŇ143

“殺富”→“殺商”﹐實證研究辛苦得看走了眼﹖肯定不是。“甚
至公然聲稱要”殺商的姜小白和管仲商量過“利出一孔”﹐“為的是
‘富國足用’……即通過經濟壟斷充實國庫。”144 用政策軟刀“殺
富”＝殺人不見血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秦始皇修阿房宮＋長城﹐漢
武帝鹽鐵官營﹐明末崇禎“三餉加派”﹐王莽新朝“五筠六管”猛嘬
民脂民膏﹐滅亡時宮中存金 70 萬斤﹐與整個羅馬帝國的黃金擁有量相
當﹗“明末李自成進京時宮中藏銀達七千萬兩﹐而據黃宗羲說﹐當時全
國‘郡縣之賦﹐郡縣食之不能十之一﹐其解運至於京師者十有九。’試
問當今天下有幾個國家‘中央財政所佔比重’能達到如此程度﹖”145
當然沒有。中國專制﹐一頭一尾﹐先有班固胡說八道西漢文景“令
民半出田租﹐30 而稅一也。”146 細查農民學教授著作等身﹐祖國歷史
絕無此事。後有國際慣例隔靴搔癢﹐喋喋不休“甚至將海關收入包括
在內以後﹐19 世紀末中央政府的年收入不足 GDP 的 6％﹐這個數字在
那時是非同尋常的低。”147 到底是非同尋常的低還是高﹖數千年歷史
143

《管子‧輕重乙》﹐姜濤﹕《管子新註》557 頁。
“歷來‘抑兼併’者都有兩大理由﹐一是道義方面的﹐即削富益貧為的是‘百姓均
平’﹔一是財政方面的﹐即‘利出一孔’為的是‘富國足用’。……正如我國漢以後的
傳統文化在許多方面都是‘儒表法裡’的一樣﹐在‘抑兼併’方面通常也是說的道義理
由﹐實際動機則多出自財政理由﹐即通過經濟壟斷充實國庫。”（秦暉﹕《傳統十論》
51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問題與主義》419~420 頁﹐秦暉﹕《思無涯﹐行有制》
172 頁﹐秦暉﹕《天平集》65 頁﹐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187 頁﹐等等）
145
秦暉﹕《傳統十論》52~53﹑97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農民中國》38 頁﹐秦暉﹕
《問題與主義》73 頁﹐秦暉﹕《天平集》66 頁﹐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77
頁﹐等等。
146
《漢書‧食貨誌》上﹐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1 冊 76 頁。
147
“Albert Feuerker 估計政府在 1908 年的收入佔全國收入的 5~8％”（Frederic
Wakeman﹕《講述中國歷史》上卷 54 頁）。“實際上﹐由中央政府強制徵收的稅收負擔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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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河﹐古今中外﹐粉飾﹑美化﹑讚揚﹑歌頌中國專制的文字﹐前浪推
後浪﹐無盡無窮。
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功莫大焉。2010 年初﹐《中國新聞週刊》
選舉秦暉“十年影響力之知識界人物”。148 無論評選標準如何公開透
明﹐敢打賭﹕評委諸公沒人讀過秦暉成名的箭靶 — 被射成了刺蝟的
《管子》和《商君書》
。這兩本小冊子﹐秦暉冠名“法家式命令經濟”—
以便聯想照搬蘇聯的指令性計劃經濟﹐又是肆意歪曲古人。面對東周
列國禮崩樂壞﹐民不聊生﹐商鞅苦勸當局“利出一孔”＝“令民歸心
於農”﹐別急忙攻城掠地﹐別陶醉浮華奢靡﹐全心全意農業生產﹐自
然而然富國強兵﹔149 廢分封以“弱民”— 貴族豪民﹐各級流官由朝
廷統一發放俸祿﹐統一指揮﹐貫徹重農方針。150 特別公然聲稱要“殺

是非常低的 — 可能佔國民收入的 6％。”（約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51
頁）
148
參見〈十年影響力之知識界人物秦暉發表感言〉﹐http://video.sina.com.cn/p/news/c/v/
2010-01-09/145560464114.html。
149
《商君書‧農戰》通篇說“利出一孔”＝“令民歸心於農”。“善為國者﹐其教民也﹐
皆作壹而得官爵﹐……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作壹則民不偷營。民不偷營﹐
則多力。多力則國強。”空﹐竅也﹐孔也。“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
眾﹐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爵不可巧而取也。……善為國者﹐官法明﹐故
不任知慮﹔上作壹﹐則民不儉營﹐則國力摶。國力摶者強。……壹務則國富。國富而治﹐
王之道也。故曰﹕王道作外﹐身作壹而已矣。……聖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於農。
歸心於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易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壹則少詐而重居﹐壹則可
以賞罰進也﹐壹則可以外用也。……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摶也﹐是以聖人作壹﹐
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
者王。君修賞罰以輔壹教﹐是以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無
用﹐止浮學事淫之民﹐壹之農﹐然後國家可富﹐而民力可摶也。……故惟明君知好言之
不可以強兵闢土也﹐惟聖人之治國作壹﹐摶之於農而已矣。”（高亨﹕《商君書註釋》
31~40 頁）
150
《商君書‧弱民》說﹕“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
者亂。”高亨譯文﹕“朝廷的利祿出於一個孔穴﹐國家的物資就多﹔出於十個孔穴﹐國
家的物資就少。國君守著一個孔穴﹐國家就治﹔守著十個孔穴﹐國家就亂。”（高亨﹕
《商君書註釋》158 頁）
55

商”的《管子》﹐極其看重“利出一孔”﹐深入展開駕馭市場機制的
宏觀調控 — 政府平糶“數目字管理”和貨幣發行權衡輕重。“故雖
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151 穩定物價波
動﹐保護農業生產﹐怎麼扯﹐也扯不上“公然聲稱要殺富”。為了不
讓家家開張美聯儲﹐管仲堅決提倡國家壟斷﹕“利出於一孔者﹐其國
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
國必亡。”152 翻譯一下﹕人民幣﹑新臺幣﹐利出二孔﹐祖國分裂﹔港
幣回歸十多年﹐天天折騰直選港督﹐“不可以舉兵”﹔倘若再添一張
“東突厥斯坦幣”或“雪山獅子元”﹐“出四孔者﹐其國必亡。”
從事歷史教學﹐為人師表﹐至少在小學語文層面﹐應當多少殘留
起碼的誠實。秦暉硬說“殺富”＝平白無故屠戮先富起來﹐“利出一
孔”＝國有壟斷聚斂財政﹐“損有餘而補不足”＝殺富濟貧﹐153 和先
人的原文原意不搭界﹐和眾所周知的歷史事實不搭界。譬如﹐不上清
華大學歷史系亦能知道﹐偏居海濱彈丸之地﹐“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
室﹐”外患內亂紛擾﹐“當是時也﹐齊國之去存亡僅一髮”。154 管仲
相齊﹐起死回生。“殺富”→“殺商”＋“利出一孔”＝齊桓公九合
151

《漢書‧食貨誌上》﹐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1 冊 68 頁。
《管子‧國蓄》﹐姜濤﹕《管子新註》479 頁。商鞅亦說﹕“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
利出二空者﹐國半利。利出十孔者﹐其國不守。”高亨註﹕“空讀為孔。”（高亨﹕《商
君書註釋》108 頁）
153
譬如在秦暉的《天平集》裡﹐連“臺灣式的土改和印度獨立後對各土邦王豪酋的削弱
政策”也納入所謂“溫和的‘損有餘補不足’之舉”（21 頁）。《老子》77 章“天之道﹐
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
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
弗有﹐功成而弗居也。若此﹐其不欲見賢也。”其中“損有餘而補不足”一句為“天之
道”﹐中﹐中庸﹐中則正﹐公乃平﹐一碗水端平﹐為中國文化之核心價值觀﹐廣泛應用
在中醫辨癥﹑陰陽調和﹑生態倫理等諸多方面。
154
“齊之不絕﹐蓋如縷耳。……嗚呼﹗時勢造英雄﹐豈不然哉﹗天之為一世產大人物﹐
往往產之於最腐敗之時代﹐最危亂之國土﹗蓋非是則不足以磨練其人格﹐而發表其光芒
也。當是時也﹐齊國之去存亡僅一髮﹐雖然﹐非是安足以見管子。”（梁啟超﹕《管子
傳》﹐《名人傳記》7~8 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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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侯﹐成就春秋第一霸主。以至於蘇秦訪齊﹐類似日後馬可‧波羅來
中國﹐目瞪口呆﹐讚歎不已﹕
ᓜஒࠤಱ҃၁Ďϔ̙әࡐďခ༃ďᇅൣďᑝďᗗď֕ۓď
̱౾ďᙙᔸ۰˵Ąᓜஒ̝Ď֘ᔓᑝĎˠᇝ۷ĎాੁјĎᓝੀј၌Ď
೭ѭјܥĄछইˠ֖ĎԠঈĄ155

̱ďņ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Ň
“美國例外論的雙刃劍”156＝不僅過去美國沒有社會主義﹐而且
如今轉軌國家心向美國﹐堪稱秦暉用實證顛倒黑白的利器。157 雖然社
會主義運動發源歐洲﹐曾幾何時﹐歐文帶頭﹐各國社會主義者紛紛前往
美國﹐試驗各種社會主義Ą158 偏偏收入差距鉅大的美國﹐相比工黨在
英國﹐社會民主黨在德國﹑法國﹑意大利﹐社會主義運動最不景氣Ą159
“那些在美國傳播社會主義的人是一些無人追隨的潦倒的德國佬Ą

155

《戰國策‧齊策》。
“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與“美國例外論的雙刃劍”（原文黑體小標題﹐秦
暉﹕《問題與主義》202 頁）。
157
推薦參閱秦暉﹕〈起點平等與公平競爭 — 從“桑巴特問題”看美國案例〉﹐〈寓平
等於自由之中 — 評李普塞新著《美國例外論》〉﹐秦暉﹕《問題與主義》191~236 頁。
158
“很久以來﹐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的各種流派的‘社會主義者’都對美國懷
有遠勝於他們祖國的好感﹐樂於在美國尋找其價值理性的經驗依託﹐當他們在祖國碰了
釘子時﹐往往便寄希望於美國﹐企圖在那裡實現其人文關懷與社會理想。當年的‘空想
社會主義者’英國歐文在本國未遂其志﹐便跑到美國去建立他的‘新協和村’理想國。
法國人卡貝在本國發表了他的烏托邦設想後﹐也來到美國去實踐他的‘伊加利亞之旅’﹐
而且據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俄國的一批民粹派志士在‘民意黨密謀’失敗後在祖
國無處容身﹐便跑到美國建立了著名的堪薩斯州‘雪松谷公社’﹐維持了十餘年的‘大
同’實驗。”（秦暉﹕《問題與主義》193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
天》268 頁﹐等等）
159
“我們都知道有個麥卡錫時代。但相對而言﹐應當說在歷史上美國的政治自由空間一
般比歐陸還是大得多﹐如果這點鎮壓就足以扼殺社會主義﹐那也太小瞧這種人類理想的
生命力了。”（秦暉﹕《問題與主義》194 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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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 年代的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社會黨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國召開它
的會議ĄŇ160
實證研究智慧發問﹕最資本主義的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
實證研究據實應答﹕因為歐洲從封建主義發展到資本主義﹐美國
沒有經歷封建主義﹐開局就是資本主義的平等競爭﹐自由民主Ą
ለ߷ 19 ͵ࡔ۞ξಞགྷᑻᚮૄۋώ˯д˭ڼ߆טซҖĎтाॾ
ٙᄲēፋ࣎ 19 ͵ࡔ۞ለ߷ņ߆ڼ৩Ԕ̪ߏޙދཌྷ۞ŇĄ҃Ⴉكপ
Ďдధкለ߷઼छĎෳ̪ņүࠎڼล৺ҖֹᖚਕŇĎņۡ
זҋϤྤώཌྷϐഇĎෳ̖̙Г༊छүŇĄ҃ॡѝ̏՟ѣ̦ᆃ
ņ፟ົŇගπϔ̂ி˞Ďࣇጴ̦ᆃಈᝌņᚮۋŇĔ
ϔ႖ޢጱņᕇŇ̙̳πĎņ፟ົŇజᗽᕝĎЯ҃யϠ˞ͅᚮ
ྻۋજĄČČ઼࡚ߏٺˠΞͽࢋՐ̳π̙҃ͅ၆ᚮۋĎ҃ለ߷ˠϤצٺ
ޙދயᇆᜩĎкᇴˠଂ˘ฟؕಶ՟ѣז࿅̳ϒ۞ᚮۋ፟ົĎЯѩ
ࣇ۞̳πࢋՐߏᄃͅ၆ᚮ۞ۋૺ࠹ᓑᘭ۞ĄČČ1974 ѐдņॹ͐পય
ᗟŇ۞ኢ̚Ϥ W‧ұৼؒ೩۞ᗟēņ՟ѣޙދཌྷĎಶ՟ѣۤົ
ཌྷŇĎд 1980~90 ѐĎϤ S‧M‧Ղপ൴णࠎņ઼ּ࡚γኢŇ
۞߹ྋᛖሀёĄ161
ߏٺņۤົཌྷ۰ຑ઼࡚Ňᄃņ઼࡚̙ຑۤົཌྷŇ۞؈পͅम
ҬͼΞͽᇹྋᛖēለ߷ۤົཌྷ۰࠻р઼࡚ĎߏЯࠎ઼࡚ͧࣇ֤Η
۞ޙދώ઼Հņ̳πŇĎ҃ϒЯࠎѣ˞ņ̳πŇĎ઼࡚˵ಶņϡ̙
Ňۤົཌྷ˞ĄČČೱ֏̝Ď與原先社會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矛盾成
熟後的假定相反﹐規範化的資本主義關係中幾乎不可能生長出社會主義
運動﹐҃˘࣎ۤົ۞ӀৈඕၹņܲчŇĎܲ۞ޙދயкĎٙ
யϠ۞ྻજಶņ፬ซŇĄ162
160

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205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問題與主義》201 頁﹐
等等。
161
秦暉﹕《問題與主義》205﹑202~203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天平集》92~93 頁﹐
等等。
162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天平集》92~93 頁。“總而言之﹐與關於社會主義產生於‘資
58

“沒有封建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又一個顛覆性的天大結論﹗
社會主義並非資本主義的未來﹐和封建主義一枚硬幣的兩面﹐同生同
死共存亡。尤其階級鬥爭﹐專屬封建遺產。163 資本主義規範之時﹐姓
封﹑姓社﹐同歸於盡。前面不是歷史教授非羅馬家長~高尚貴族﹐不能
構建公民社會嗎﹖這你就不明白了。實證研究根據事實說話﹐歐洲資
本主義從封建主義來﹐完成時態在新大陸的美麗尖。夠膽面對這個現
實﹐文化無優劣﹐制度有好壞。164〈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先問你
從哪裡來﹖從西方到東方﹐到俄國﹑中國﹑朝鮮﹑柬埔寨﹐為什麼越
落後﹑越封建﹐社會主義革命越玩命﹑越極端﹖實證研究靠邏輯推演﹐
穿鑿歷史經驗﹐理論創新範式﹕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哥倆兒好﹐兄弟
鬩牆﹐窩裡鬥得再兇﹐跳不出正反饋的惡性循環﹕“不公平的偽競爭”
與“反競爭的偽公平”。
˘ᚮࡶۋᕇ̙πඈĎఢ̯̳̙Ď፟ົజᗽᕝĎ֤ಶߏņંᚮ
ۋŇĄંᚮۋटٽ፬ۤົ˯۞ͅᚮޥۋሗĄČČՀᚑࢦ۞ߏĎņ̙
̳π۞ંᚮۋŇົו፬ņͅᚮ̳ં۞ۋπŇଐჰĎֹۤົౝˢೋّೈ

本主義固有矛盾’或自由競爭的固有弊病的假定相反﹐‘規範化的’資本主義關係中幾
乎不可能生長出社會主義運動。而一個社會的利益結構越‘保守’﹐保留的封建遺產越
多﹐其所產生的運動就越‘激進’。”（秦暉﹕《問題與主義》205 頁）
163
“正如馬克思所說﹕個人成為‘狹隘人群的附屬物’﹐總是與‘以統治和服從關係為
基礎的分配’相聯繫的﹐它必然要產生普列漢諾夫形容的那種‘剝削者的公社和被剝削
的個人’。這也就是李普塞特講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中的不平等’﹑‘社會主義
社會中的“新階級”’。有趣的是﹕與封建時代一樣﹐這種不平等比公平競爭更能促進
‘階級意識’的成長。於是﹐正當‘發達社會中的工人階級因政治上的相對消極而導致
人們對其喪失信心’之時﹐東歐工人卻表現了強烈的階級意識與政治積極性﹕從 1953 年
東德的‘起義’到 80 年代波蘭工潮。”（秦暉﹕《問題與主義》206 頁）
164
秦暉問盛洪問得智慧﹕“文明不可比﹐制度可比嗎﹖”（原文黑體小標題﹔秦暉﹕《天
平集》168 頁）秦暉搶答不容置疑﹕“‘文化’不可比﹐但‘制度’有優劣。”（秦暉﹕
《傳統十論》279 頁）“可以分優劣的是制度﹐而優劣的標準是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不
能分優劣的是文化”（秦暉﹕《問題與主義》336 頁）。
59

ᒖ۞َĄ165
̙̳ϒ۞ņᚮۋŇጱ˞ͅᚮ۞ۋņ̳ϒŇĄ҃ϒт፟ົᗽᕝ˭
۞ņᚮۋŇ၁ᅫ˯ΪߏņંᚮۋŇ˘ᇹĎ֤ӎ࣎˞ؠˠҋϤ൴णᝋӀ
҃Ϥ̂छܜٙኲ̟۞ņ̳πŇ၁ᅫ˯Ϊߏņં̳πŇĎЯࠎ࣎ˠ၆ВТ
វ۞ֶܢᓁߏͽВТវ۞ˠॾ̼វன۰Ğ̂छܜğᄃ᜕ܲĞՁᎨğ˭
۞ВТវјࣶม۞ໂბ̙πඈࠎֶᕩĄČČ͍дۤົГѨᖼШξ
ಞᚮ̝ۋॡĎᝋඕЪጱ۞ޘ፟ົᗽᕝĎѣΞਕࢦன̙̳ϒ۞ņં
ᚮۋŇĎ፬ͅᚮ۞ۋņં̳ϒŇ۞˘၌ĎౄјņᝋෳྤώཌྷŇᄃ
ņˠϔטŇ۞ņَŇёೈᒖĄ166

步步緊跟至此﹐秦暉創新的思想體系貫通一氣了。在既無地主亦
無佃農的田園詩﹐“抑兼併”對應計劃經濟一抓就死﹐“法家式命令
經濟”＋鹽鐵官營＝“利出一孔”﹐政府橫徵暴斂﹐國家自為兼併﹔
“不抑兼併”對應改革一放就亂﹐國有電力﹑電信﹑鐵路﹑航空利源
壟斷﹐貪官污吏和貴冑子女以權謀私。“不公平的偽競爭”＝封建遺
產的“權貴資本主義”﹐“反競爭的偽公平”＝“人民專制”的社會
主義。放也罷﹐抓也罷﹐收發皆自專制政府。發展也罷﹐停滯也罷﹐
富的不是政府官方就是權勢子女。167 賴昌星﹑熱比婭﹑黃光裕等“阡
陌閭巷之賤人”總是打壓對象﹐“自由競爭的民間經濟”永無出頭之
日。專制統治下﹐發展不發展﹐都不是硬道理。不發展 45﹐發展 64。
165

秦暉﹕《思無涯﹐行有制》109 頁。
“如今國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說遠高於‘文革’時期﹐但國企的困境卻遠甚於那時﹐同
時權錢結合的原始積累也形成了嚴重的社會不公。這一切都表明改革進程已進入了又一
個臨界點﹐是走向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還是陷入‘不公平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
公平’的怪圈﹐就看我們此時的選擇了。……或者由起點平等﹐公平競爭地走上規範化
的現代公民社會之路﹐或者在不公正的偽競爭與反競爭的偽公正中經受權貴資本主義與
‘人民專制’的反復折騰。”（原文黑體﹔秦暉﹕《問題與主義》206﹑40﹑455 頁）
167
“用明朝人的話說﹐它使得‘國家與民今日俱貧﹐而官獨富’。”（秦暉﹕《政府與
企業以外的現代化》8 頁）“於是﹐如果說‘抑兼併’導致了‘國富民窮’的話﹐‘不抑
兼併’的結果則通常是‘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秦暉﹕《問題與主義》422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傳統十論》221 頁﹐等等）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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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硬道理是﹐遲早捂不住群體事件愈演愈烈成社會動亂。168 官逼
（富）民反派生貧富衝突﹐“窮則思變”一發則不可收拾﹐“仇富”
暴民亂喊爹親娘親﹐盲目擁護“殺富”專制。歷史上王安石“抑兼併”
和司馬光“不抑兼併”的兩條路線鬥爭﹐不過“儒表法裡”騙人把戲
中的“法儒”與“道儒”之爭﹐官場上你死我活﹐社會進步徒勞無功﹐
宿命早晚難逃王朝滅頂之災。四人幫推崇法家經濟一統就死﹐早已批
倒批臭﹐如今特別要重新復習﹐反復多說﹐因為四人幫“最仇恨的‘傳
統’便是民權﹑民主﹑民營經濟。強化極權﹑專制與統制經濟便是他
們講的‘改革’。”169 因為鄧小平﹑江澤民＝“道儒”改革開放﹐放
任自流腐敗蔓延﹐“四個堅持”一黨專政﹐“三個代表”籠絡先富起
來﹐國家壟斷﹐權貴暴富﹐民怨沸騰。“因此我以為﹐從總體上看在
傳統形式的‘抑兼併’與‘不抑兼併’之間強分伯仲﹐褒此貶彼是沒
有多少理由的”。170 政治專制不去﹐左法右道全沒戲﹔繼續今天這樣
“和諧”下去﹐〈極左極右都危險〉。極左“法儒”有窮途﹕毛澤東
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極右“道儒”至
末路﹕鄧小平親自發動和江澤民繼續領導的改革開放﹐“權貴腐敗不
僅對弱勢群體剝削壓榨﹐也嚴重損害沒有權勢的中間階層（專業人員﹑
大部分企業家等）的利益。”過去有國民黨﹐中正且介石﹐北伐極右
權貴途中﹐鎮壓極左“痞子革命”﹐迎來 1927~37 年的黃金時代。現
如今﹐按邏輯﹐按理論﹐按發達國家現代化的國際慣例﹐按中國專制
暴民暴動~暴君暴政往復循環幾千年的歷史經驗﹐唯一的希望在於越來
越多（非權貴）先富起來 — 英文名稱“中產階級”﹐既害怕暴民趁

168

推薦參閱夏小林﹕〈改革 30 年﹕61％職工可能參與群體事件﹖〉《香港傳真》
No.2008~84。
169
“‘文革’中曾經大捧‘法家’的‘上農除末’﹑唯重‘耕戰’﹑‘鹽鐵官營’﹑‘利
出一孔’的經濟統制政策﹐以配合現實中的關閉市場﹑‘割資本主義尾巴’。”（秦暉﹕
《問題與主義》73~75 頁）
170
秦暉﹕《傳統十論》58 頁。
61

著官逼（富）民反“窮則思變”﹐更擔心民粹主義煽動“痞子革命”
往回迎暴君。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當下的中國﹐”民營＋外資的 GDP
和員工隊伍已佔壓倒優勢多年﹐統計富翁世界第二。可惜﹐大型國企
尚未真正私有化﹐國計民生壟斷行業﹐專制骨架猶存﹐眼看再有一推
即倒﹐畢竟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唬得眾多中產嫩芽﹐四處請託“結交
官府”﹐靠腐敗發財﹐尚不夠自覺﹐團結起來挑戰一黨專政﹐“把國
家的體制搞好”。171 怎麼辦﹖天降大任“社會的頭腦”＋“社會的良
心”﹐全仗幾位高尚貴族普渡眾生﹐捨身飼紙老虎﹐雙手合什“俺把
你哄”﹐時代潮流西風壓倒東風﹐極樂世界如來菩薩﹐順水推舟裡應
外合﹐好歹接軌美麗尖既無封建亦無專制。百尺竿頭﹐秦暉再加智慧
一問﹐問得多好﹕
ߏдᕇπඈ۞ૄᖂ˯ޙϲ̳π۞ఢĎͽܮдҋϤ۞൴ण̚ჯ

ņྤώཌྷ۞ۤົཌྷԛёŇĎᔘߏౝ̳̙ٺπ۞ņંᚮۋŇᄃͅᚮ
۞ۋņં̳πŇ۞ೋّೈᒖ̝̚ĎགྷצņᝋෳྤώཌྷŇᄃņˠϔ
טŇ۞ͅೇԶᛡĔ172

除非心懷叵測﹐誰會願意“反復折騰”﹖秦暉教授我們﹐羅斯福
新政之前﹐西方不用實證研究已經實證明白了﹕傳播平等主義﹐否定
等級社會的“美國主義成為社會主義的替代物”﹐“美國資本主義是
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173 1990 年代以來﹐蘇聯東歐轉軌國家的

171

吳敬璉﹕〈極左極右都危險〉﹐《中國改革》2010 年 11 期 42 頁。
秦暉﹕《問題與主義》214~215 頁。
173
“這裡必須指出﹐薩姆松講的‘美國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式’都是在羅
斯福新政之前﹐它顯然不是指常被人稱為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新政﹐不是指那種以國
家干預限制競爭並在一定程度上維護‘結果平等’（或限制結果不平等）的意義上的公
平﹐而是古典自由主義‘公平競爭’意義上的公正。”（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
203~204 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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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貴資本主義污泥濁水泛起“新美國例外論”。“這與當年唐恩所謂
‘社會主義形式的美國化’﹑薩姆松所謂‘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形
式’是一脈相承的﹐韋倫茲甚至認為美國是社會主義倫理原則的發祥
地。”於是“雙刃劍”也就刀頭舔血﹐錦上添花了﹕
˵ߏٺಶயϠ˞ᇹ۞યᗟēдۤົཌྷБّੜሗ۞ॡĎ઼࡚
ົņּγŇгјࠎۤົཌྷ۞ϏֽٙĔ174

這還是問題嗎﹖不用秦暉反復教授“從歐文﹑卡貝到列寧﹑托洛
茨基的幾代歐洲社會主義者也都特別看好美國﹐”175 對頭腦裡裝不下
許多《問題與主義》的普通百姓來說﹐申請綠卡去美國﹐個人家庭現
代化一步到位。所以鬧出鬧劇﹕一張南斯拉夫舊地圖﹐害得憤青變暴
民亂砸美國大使館﹐第二天腳踩碎玻璃﹐排長隊懇請赴美簽證。市場
經濟﹐用腳投票。世界各國成百上千萬“非法移民”奔流不息﹐奮不
顧身﹐前赴後繼﹐用身家性命的實際行動﹐書寫了根本不用教授實證
的血肉答案。對個人﹑家庭如此﹐對“反復折騰”的發展中國家﹐甚
至不太折騰但封建遺產多多的歐洲國家亦如此。社會主義實踐失敗﹐
共產主義理想幻滅﹐無論比什麼﹐怎麼比﹐除了沒有新中產使喚小保
姆﹐美國都是現代化的最高境界﹐確確﹑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
著﹑去得了的人間天堂。176
既然如此﹐實現現代化的坦途﹐明白得不能再明白了﹕優先渴望
擺脫數千年專制的中國人民﹐公投加盟美國﹐敬獻 960 萬平方公里新
地圖﹐七塊﹑八塊﹐怎麼切都行。177 一定﹐人家會嫌咱太多《醜陋的
174

秦暉﹕《問題與主義》207~208 頁。
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205 頁。
176
推薦參閱王小強﹕《史無前例的挑戰》。
177
“七塊八塊﹐分裂中國﹐不是李登輝的發明﹐而是西方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既定方針﹐
這樣看西方對中國的臺灣問題﹑東突問題﹑藏獨問題的理想境界﹐順理成章就一點不奇
怪了。”（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291~292 頁﹔推薦參閱王小強﹕《史無
前例的挑戰》附錄﹕哀莫大於分裂）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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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一時半會兒﹐招呼不過來﹐最好先申請當殖民地。二等公
民也是公民哪﹗照發美國護照（海外）﹐法輪功在香港成功的 know-how
（訣竅）恰在這裡。178 劉曉波憑什麼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實在比秦暉
更高明。1988 年﹐秦暉尚未開始實證“主義”之前﹐曉波已經實證結
論了。
યē֤ࠤᆃ୧І˭Ď઼̖̚ѣΞਕ၁ன˘࣎ৌϒ۞።Ϋតࢭ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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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殖民多長時間﹐可以不爭論。核心的關鍵的要害是﹐讓奧巴
馬的弟弟當總督﹐一切事情﹐按美國的民主法制辦。試想﹐根據香港
的成功經驗﹐如果二戰以後﹐菲律賓繼續當殖民地﹐就算祖上積了八
輩子德﹐也輪不上回歸祖國的香港先富起來頤指氣使講英語﹑信天主
的菲傭呀﹗一點兒不開玩笑。香港好些“主人”佈置工作的幾句英語
說不囫圇﹐勉強吩咐下去﹐語法錯誤﹐發音不準﹐更別提有關上帝的
厚重文化了。過去都是殖民地﹐論崇洋媚外﹐菲律賓壓根不說廣東話。

178

英國殖民地原發“英國屬土公民”護照﹐後改“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 British
Nationals（Overseas）﹐簡稱 BNO（張勇﹑陳玉田﹕《香港居民的國籍問題》）。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英國女王的告別文告〉“英國國旗會降落﹐英國的管理責任也會結
束。但是英國不會對香港說再見。有 350 多萬香港居民是英國國民。”（筆者黑體加重﹔
《參考消息》1997 年 7 月 3 日 8 頁）何來如此莊嚴承諾﹖344 萬香港居民持有 BNO＋幾
萬英國人＝350 萬﹐女王的算術沒錯﹗
179
金鐘﹕〈文壇“黑馬”劉曉波〉﹐（香港）《解放月報》1988 年 12 月號 64 頁（《開
放雜誌》2010 年 11 月號原文照登）。2007 年﹐劉曉波衷心感謝實話實說﹕“我不會用
接受採訪時的不假思索來為自己犯眾怒的言論作辯解﹐特別是在民族主義佔據話語制高
點的今日中國﹐我更不想收回這句話。這句話﹐不過是我至今無改的信念的極端表達而
已﹐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因此﹐官方的批判也罷﹐愛
國憤青的口水也好﹐每每想起﹐我都懷著感激﹐讓我有機會即興發揮。”（筆者黑體加
重﹔劉曉波﹕〈我與《開放》結緣 19 年〉﹐（香港）《開放雜誌》2007 年 1 月號 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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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英語不好溝通不深入﹐你以為人家菲傭（許多摩登女大學生）心裡
真那麼瞧得起您﹖
全民公投﹐簡便易行。除了個別先富起來活得比美國權貴還滋潤﹐
除了義和團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方振武﹑吉鴻昌等動機不純的“愛國
賊”﹐絕大多數黔首編氓沒頭沒腦﹐哪個不想從“漫漫長夜”一覺醒
來﹐早九點趕去華爾街上班﹖替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著想﹐千萬懇
請國際監督﹐把公投這一件事做得近似公平公正﹐少數服從多數﹐百
年期盼的現代化一蹴而就﹗為了實現這個目標﹐誰反對公投﹐責令他
滅亡。明確了這條目的地明確的康莊大道﹐操作簡單﹐不就一次公投
嘛﹐比人口普查還容易﹐毫不觸動錯綜複雜的既得利益﹐從此再不必
東施效顰﹐想學也學不到點上﹐甚至心口不一﹐說一套做一套﹐民族﹑
文化﹑歷史﹑制度等等惱人心煩的這問題﹑那主義統統成“偽”﹐何
樂而不為呢﹖下定決心﹐殫精竭慮﹐克服加入美國的可能障礙﹐這才
真是〈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問〉哩。180
不僅如此﹐這個解決難題的簡捷辦法﹐普世普適。即使信了伊斯
蘭﹐伊拉克﹑阿富汗﹑伊朗﹑索馬里﹐篤定照樣適用﹐何必戰火連綿﹑
恐怖襲擊﹑核危機﹑當海盜﹑劫人質﹐花樣百出﹐沒完沒了﹐驚擾世
界和平呢。181 不僅如此﹐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所有發展中國家﹐
所有飢寒交迫的窮鄉僻壤﹐都看過好萊塢大片﹐都知道美國衣食不愁。
咱都是插隊過來的﹐還不瞭解農民那點小九九﹖除了個別酋長創造眾
多小保姆就業﹐誰會反對不費吹灰之力﹐在“贊成”欄裡悄悄劃個鉤﹐
轉眼過上美國公民的好日子﹖託商鞅＋秦始皇的福﹐再不用等幾百年
時間﹐基本建設競技場﹐找野生動物繁殖公民了。當今世界犄角旮旯﹐
甭管欠錢不欠錢﹐高尚不高尚﹐斯巴達克斯和孟姜女一樣編戶齊民﹐
只要年過二九﹐都有權投上改變自己命運的莊嚴一票。人人平等﹐一

180
181

秦暉文章標題﹐秦暉﹕《問題與主義》134 頁。
推薦參閱王小強﹕《“文明衝突”的背後 — 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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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票﹐一次公投﹐全球一體實現四五六七個現代化﹗玉宇澄清萬里
埃﹐何需勞動千鈞棒﹖舉手之勞﹐指日可待。
普世價值當然普適﹐自由民主誰不想﹖可惜﹐美國不“普世”﹐
美國人民選舉美國總統為美國謀利益。不僅美國不“普世”﹐英國﹑
法國﹑德國﹑日本﹐所有自由民主的發達國家都不“普世”。和商鞅
犯傻拿嚴刑峻法“徠民”的東方專制恰好相反﹐西方的公平公正反其
道而行之﹐特別最最美麗的美麗尖﹐高牆﹑鐵絲網﹑瞭望塔﹑警察﹑
軍隊﹑狼犬﹑直昇機﹑探照燈﹑照明彈﹐嚴防死守“移民傾向”﹐合
眾國不合眾了。捨生忘死偷渡過來﹐抓住了﹐關一段﹐送回去給專制
迫害﹗普世價值的世道是﹐說美國話﹐鼓勵﹔起英文名﹐酷也﹗申請
綠卡﹐沒門兒。頭髮染黃﹐刺字紋身﹐肚臍眼穿金項鏈﹐任憑你崇洋
媚外刨心瀝膽﹐恨專制恨得牙根疼﹐人家不為所動 — 或許私下同情﹖
反正愣不允咱棄暗投明。“照耀世界的自由女神”只照美麗尖。當然﹐
少數替美國立功的例外。
實事求是﹐由於中國“社會的頭腦”＋“社會的良心”﹐智商﹑
心力雙欠缺﹐寡廉鮮恥傍大款﹐“結交官府”趨之若鶩＋受寵若驚﹐
絲毫沒有申包胥哭秦廷的精神頭。這不﹐劉曉波提出正確方案﹐沒等
頒獎就泄氣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
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揹中國這個包袱。”182 放著明明白白的捷徑
坦途不走﹐迂迴曲折的《問題與主義》接踵而來﹐彎彎繞的怪圈“反
復折騰”。
反復到何等嚴重程度﹖秦暉教授俄國斯托雷平“政治專政下的經
濟改革”成功的失敗教訓﹕開放市場﹐解放農奴﹐GDP 猛增﹐經濟改
革成功﹐“以至於 70 多年之後﹐現在的俄國人還不得不回頭來﹐發誓
要完成‘新的斯托雷平改革’﹗”183 失敗在政治改革滯後﹐權貴資本
182

金鐘﹕〈文壇“黑馬”劉曉波〉﹐（香港）《解放月報》1988 年 12 月號 59~64 頁。
秦暉﹕《天平集》19 頁。“斯托雷平改革的幾年間（1907~14）俄國資本投資總額即
從 26 億多盧布增至 51 億盧布﹐其中外資由九億增至 19 億多盧布﹐都翻了一番。1913

183

66

主義風起雲湧﹐攪動民粹主義沉渣泛起﹐結果為“已作終老他鄉打算
的列寧”創造了可乘之機。184“窮則思變”不煽自動﹐“讓長於謀略
的列寧搶佔了潮頭﹐……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出奇制勝的一幕﹐……‘骯
髒的進步’導致了‘乾淨的反動’﹐……‘人民專制’中更嚴厲的鐵
腕誕生了。”學術論文〈從不公正的“改革”到反改革的“革命”〉
一針見血﹕“民粹主義與寡頭主義卻以最極端的形式結合為一並把俄
國帶入了漫漫長夜之中。”185 同樣的折騰﹐聖火傳遞到中國重複上
演。要不是蔣介石十里洋場生來懼內﹐嬌慣四大家族烏煙瘴氣﹐又“讓
長於謀略”的馬克思＋秦始皇“搶佔了潮頭”﹐民粹主義與寡頭主義
以更“最極端的形式結合為一”﹐老毛子和毛澤東手拉手“滑向‘人
民專制’的死胡同。”186 我們怎麼會遲到 1980 年代才重新開始學習
臺灣經驗呢﹖
如今﹐眼瞅著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再次來到“反復折騰”的懸崖﹐
秦暉悲天憫人﹐教授憂心如焚﹕“為不公正的分家所激怒的人們會不
會又去尋找一個新的大家長﹐在混亂中重建舊式大家庭﹐從而造成又
一輪痛苦的歷史循環﹖”187 —“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
年與 1900 年相比俄國人口增長 22.35％﹐而煤產量增長 121％﹐棉花加工量增長 62％﹐
出口總額增長 112％﹐國民總收入增長 78.8％﹐製造業國民收入增長 83％﹐農業國民收
入增長 88.6％﹐這些都是沙俄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秦暉﹕《問題與主義》267 頁）
184
“身居瑞士以 40 多歲之年已作終老他鄉打算的列寧﹐……就在這年的 1 月﹐身居瑞士
的列寧還無不悲涼地寫道﹕‘我們這些老年人也許看不到未來的革命了’。看來此時年
僅 40 多歲的列寧已在作終老他鄉的打算。”（秦暉﹕《問題與主義》249﹑278 頁）
185
原文標題﹐秦暉﹕《問題與主義》237~258﹑5 頁。
186
“事實上﹐當時的確有許多原先曾積極投身於 1905 年革命的自由主義反對派人士在新
形勢下發生了‘路標’轉向﹐認為現在是支持政府搞資本主義的時候了﹐而仍然搞‘革
命’就會滑向民粹派﹑滑向‘人民專制’的死胡同。”（秦暉﹕《傳統十論》351 頁）
187
“如果說 1980 年代以前的討論中人們心中的主要背景是前者﹐那麼 1980~90 年代隨著
‘前計劃經濟國家’大規模地‘轉向市場’﹐一場空前快速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席捲而
來﹐‘反競爭的公正’固然在退潮﹐‘反公正的競爭’卻再度成為嚴重問題。尤其是在
國庫看守者沒有受到正常監督的情況下﹐‘權貴私有化’的機會壟斷現象遠遠超過 19 世
紀的歐洲。而嚴重的不公正又使社會中的民粹主義潛流在積聚﹐它是否又將導致一場‘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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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左右普適﹐正反咸宜。秦暉紡織連串“偽”繞口令﹐千言萬語
口不應心﹐歸根結蒂一句話﹐實在害怕識字不多的董存瑞﹑黃繼光﹑
劉胡蘭﹑高玉寶﹑大春﹑喜兒等等重來“痞子革命”。
дۢᙊ̶̄̚ӎؠņࢭૣŇߏѣጯநᆊࣃ۞Ďҭ̷̙ࢋ͇ৌг
ͽࠎĎΪࢋۢᙊ̶̄ņӘҾࢭŇĎࢭಶ̙ົ൴ϠĄ
ۢᙊ̶่̙̄ᑕ༊ߏۤົ۞ᐝཝĎՀᑕ༊ߏۤົ۞։͕Ďπॡߏт
ѩĎд̂តજॡഇՀߏᇹĄņ։͕ŇᎶණזЋဦ·༊ି؟ҿءĎ
ߏΞُ۞Ďҭņ։͕Ňᒺזෛ̳ϒॡĎņ൱̄ࢭŇऻُ˵ಶ̙
188

ᅈ˞Ą

˛ďĮࠎ̦ᆃ઼࡚՟ѣۤົཌྷį189
與“關中模式”一樣﹐“美國例外論”這隻碩大無朋的黑天鵝﹐
也是剝削別處勞動人民染黑的Ą
۞ቁĎኢߏξಞགྷᑻďҋϤᚮۋďயᝋځቁď፟ົӮඈĎᔘߏڱ
઼ڼछďˬᝋ̶ϲďᛉϔďкᛨ߆ڼď֏ኢҋϤďି؟ᆵटď̼͛
ฟٸඈඈˠࣇдទᏭ˯ᄮࠎņྤώཌྷŇᑕྍѣ۞পᇈĎ઼࡚ౌಝჍ
ݭĄҭΩ˘͞ࢬĎņྤώཌྷѣ۞Ϭ࠼Ňд઼࡚࠹ݒ၆ቤĄ190
ለ߷ۤົཌྷ۰࠻р઼࡚ĎߏЯࠎ઼࡚ͧয়઼Հତ۞ࣇٺܕᆊ
ࣃநّĎ҃ϒЯࠎᆊࣃநّᄃ̍நّ۞ࡎд઼࡚̙ညለ߷֤ᇹᚑ
ࢦĎЯ҃ۤົཌྷ˵ಶᎸֽ̙Ąٕ۰Հ఼ܸгᓾē઼࡚хд࠹၆҃
֏۞ņஐྤώཌྷŇĎιЯņஐŇ҃ࠎۤົཌྷ۰࠻рĎҭ˵Я
ņஐŇ҃ņϡ̙Ňۤົཌྷ˞Ą191

公正的競爭’引發‘反競爭的公正’的循環﹖”（秦暉﹕《問題與主義》2﹑207 頁）
188
秦暉﹕《問題與主義》281 頁。
189
維爾納‧桑巴特﹕《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筆者日後還會涉及這本名著。
190
秦暉﹕《問題與主義》209 頁。
191
秦暉﹕《問題與主義》208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天平集》93 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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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尖又是怎樣鬧“乾淨”的呢﹖對比南美和北美的鉅大差異﹐
歸根結蒂﹐還是印第安人專制傳統的後遺癥。
ଂ൴ण۞݈೩୧І҃֏Ď࡚ٛώֽ۞୧ІᅈͧΔ࡚ᐹкĄΔ࡚
̙யෳܛᛳĎ࡚ٛ࣎ߏņܛᅙ̂ౙŇĎČČ࡚ٛϠயለ߷՟ѣ۞ܢ
ΐࣃሤྺயݡĞשપඈğĎ҃Δ࡚ď઼͍࡚ߏϲ઼̝ૄ۞Δ࡚ڌΔ
ొΪயᖏࢴඈҲࣃүۏĎČČ࡚ٛОௐщˠд݈തϔॡ۞ˬ̂Ο
˿͛ځĞႳฮďܠਬপҹᄃОΐğ̏̚௫ၚٺ˘~ڇଂᙯܼĎതϔ
ޝޢԣតј˞ֻڇف۰ണᅖζԝ۞౻જ˧ྤĎ҃Δ࡚Оௐщˠౌߏҋ
Ϥ۞Ϋ݈ొརĎϨˠΞͽܬҫ˿гĞ࿅̝ണᇷ̙̥˵ߏΞᏕ֏
۞ğݒᙱͽζԝˠĄ192

南北美對比﹐南美的經濟條件好﹐人文條件差。南美土著專制傳
統根深蒂固﹐“已習慣於統一~服從關係”﹐連累西班牙貴族串了秧﹐
想乾淨也乾淨不了了。北美該感謝土著桀驁不馴了﹖不會。秦暉最最
崇拜的“五月花”綻開了﹕和南美的封建貴族不同﹐人家乃人人平等
之清教徒﹐不忍奴役土著﹐尤其不爽性奴役（希特勒亦然）。北美黑
天鵝與“關中模式”原理相同﹐括弧裡半句“無可諱言”﹐當時人口
的絕大多數﹐愚昧得連受奴役都不會﹐活該把自己納入拓荒必須清除
的荊棘榛莽了。可憐幾個“歐洲人別無其他選擇﹐只能把印第安人視
作魔鬼同謀。”越發虔誠自由平等﹐越發“只能認為印第安人根本就
是地獄一族。”193 於是乎悲哉﹐壯矣﹗實證研究親臨現場﹐剩下孤苦
伶仃一船人﹐艱難困苦之中﹐舉目無親之際﹐從“清教共產主義”改

192

秦暉﹕《問題與主義》210 頁。
“若依照古代與中世紀對人類與人類行為的看法﹐歐洲人別無其他選擇﹐只能把印第
安人視作魔鬼同謀。比方說﹐基督徒奉行一夫一妻異性婚姻﹐認定這是解決人類性關係
的唯一手段。印第安人卻亂交﹑一夫多妻﹑亂倫﹑雞姦﹐行事之放縱無忌﹐簡直連最坦
白的舊約章節也瞠乎其後。歐洲人只能回以兩種反應﹕一是憑空想像出所謂世間文化天
生多元說﹐並發明出對異文化的容忍﹔要不然就只能認為印第安人根本就是地獄一族。
多數人選擇了第二種反應。”（克羅斯比﹕《哥倫布大交換》6~7 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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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開放﹐如何平等立約﹐打破大鍋飯﹐如何公平競爭﹐酷愛勞動﹐從
而奠定了“起點公平”。194
ϒߏۤົᆊࣃĎֹΔ่࡚̙дགྷᑻᓁณ˯˯اֽޢĎ҃ͷдξ
ಞᚮ۞ۋఢޙన˯˵ࢵاयĄధк઼छдன̼ซ̚ౝˢ不公平
競爭（“權貴資本主義”）與反競爭的“公平”（“社會主義”）ͅ㒝
ዩᎿ̙̏۞ӧဩĎΔ࡚ͽ҃ضݒᔖҺĄԧຐऻُ̖ߏņۤົཌྷ۰
࠻р઼࡚Ňᄃņд઼࡚༥ጨ۞ۤົཌྷŇன෪хд۞ૄώࣧЯĄ
ņ̙ଈဿ҃ଈ̙̳Ğ̙̳πᚮۋğĎ̙ଈ̙ӮĞ̳πᚮ۞ޢۋඕڍ
मҾğ҃ଈ̙ҋϤŇĎಶߏТࠎொϔۤົ۞ݑďΔ࡚൴णྮගˠ۞
ୁϯĄ195

秦暉教授歷史啟示﹐醍醐灌頂。文人墨客手舞足蹈﹐把“五月花”
呼悠得越美麗﹑越芬芳﹑越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越讓幼兒
園小朋友腦筋急轉彎不過來﹕這船人﹐沒來的志同道合更多﹐幹嘛不
好好呆在家裡盟誓立約﹐或火槍或病毒﹐各人自掃門前雪﹐順手把家
鄉的封建殘餘打掃乾淨﹐何苦遠渡重洋﹐離鄉背井﹐人生地不熟﹐又
打又殺又勞動﹐遭罪這份殘酷＋辛苦﹖
平等自由的美國﹐奠基成功的種族滅絕。三千萬（多說上億）印
第安人到 1970 年代末還剩不到 80 萬﹐196 比希特勒收拾猶太人乾淨太

194

“17 世紀北美大陸的清教徒移民也都生活在比歐洲更為嚴格的農村公社中﹐其中最早
的移民群體（如訂立了著名的‘五月花公約’的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開拓者）甚至
曾過著一種‘清教共產主義’生活。……南美早期移民的主體是追逐金銀而來的海盜冒
險家﹐他們的首領持有拉丁國家專制君主的特許狀﹐全體內部有著軍營式的等級制﹐唯
利是圖的價值觀盛行而平等競爭的風氣卻很淡薄。而北美東北部的移民卻以在歐洲受迫
害的清教徒農民為主體﹐著名的《五月花公約》體現了這類移民社區的創建原則﹕……
北美殖民地社會的公平競爭精神正是以此為‘起點’而發展起來的﹐而競爭中的規則公
平也正是由這種‘起點平等’所奠定的。”（秦暉﹕《問題與主義》320﹑210~212 頁）
195
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問題與主義》212~213 頁。
196
“失業率高達 40％。有五萬戶住在破爛的房子裡﹐許多人住在茅棚或別人扔掉的破汽
車裡﹐發病率很高。”（張海濤﹕《美國走馬觀花記》154 頁）
70

多了。當然﹐這是歷史過去時。窮鄉僻壤“保留地”生態保護孑遺的幾
個土著﹐不都一視同仁了嗎﹖既往不該咎﹐立國憲法人人平等。“五月
花”趕盡殺絕北美紅人空前絕後﹐接著﹐派輪渡（不用買船票）迎接非
洲黑人（會受奴役）來做美國夢﹐“更人道”的奴隸制空前絕後。197 當
然﹐這是歷史過去時。奧巴馬都當總統了﹐還能抱怨林肯晚學秦始皇﹐
大一統殺人如麻 — 美國人所有戰爭傷亡之最﹖接著﹐北上解放加拿
大﹐被英皇封建遺產阻止﹔調頭南下收拾串秧貴族﹐解放大半墨西哥﹔
乘勝越洋拯救菲律賓天主教﹔順道黑船和平訪日﹐對外開放﹔維護中
國主權完整﹐利益均沾﹔一戰力挽狂瀾﹐保健公民社會﹔二戰挺身而
出﹐健全自由世界﹔韓戰擋住邪惡金三代﹔越戰幫忙南北統一再改革
開放﹔冷戰拖垮蘇修鐵幕“漫漫長夜”﹔一次海灣戰爭打撈科威特酋
長﹔二次海灣戰爭絞刑薩達姆專制﹔十年阿富汗持久戰﹐鎮壓恐怖襲
擊濫傷無辜……如此這般打著﹐贏著﹐“越碰越巧地終於成為近代化
過程的先行者。”198 美麗尖自己更美麗﹕釋放全體黑奴﹐取締種族歧
視﹐婦女參加選舉﹐新聞言論自由﹐多黨競爭憲政﹐三權分立制衡﹐
反壟斷立法﹐反腐敗立法﹐反環境污染立法﹐……要不是“金融海嘯”
馬多夫再破世界紀錄﹐真可以說﹐經濟﹑政治﹑社會﹐越來越“乾淨”。
不由自主重溫秦暉質疑土改的智慧一問﹕到底當今世界兩百多個
國家中﹐“美國例外論”特殊多﹐還是發展中國家一般多﹖現學現賣
反問回來﹐曝光出學術與常識之間﹐智力深淺懸殊。天鵝有大有小﹐
發展中國家再多又能怎麼著﹖“關中模式”土產黑天鵝﹐頂多“證
偽”《醜陋的中國人》不該鬥地主。人家 B2 版妖魔化隱型戰略黑天鵝﹐

197

秦暉讚揚美國好處多多﹐“可見現代市場經濟儘管如其批評者所言只有‘形式自由’
而不能令人滿意﹐但由於它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強制﹐因此它不僅比‘計劃經濟’更有效
率﹐而且也更人道。經濟是如此﹐政治﹑文化等其他領域亦然。”（筆者黑體加重﹔秦
暉﹕《問題與主義》112~113 頁）
198
秦暉﹕《問題與主義》341 頁。秦暉反對歷史決定論﹐都是公民社會公平競爭推動歷
史前進。
71

一隻就遮雲蔽日了。全球密佈八百個軍事基地﹐哪位乖乖不聽話﹐天
鵝拉屎下蛋﹐把儂“炸回石器時代”。199 秦暉〈告別強制〉的目的地﹐
普世“強制”＋“壟斷利源”＝世界 5％的人口消費世界 20％的能
源。中國血汗工廠的廉價產品傾銷美國﹐山姆大叔不辭勞苦﹐印刷廠
連軸轉彩色綠紙﹐幫忙一黨專政外匯儲備。人民幣昇值（或美元貶值）
30％﹐30％美債不翼而飛。《醜陋的中國人》操控匯率﹐頑固拖延市
場調節人民幣可兌換金融危機﹐婉言謝絕大摩﹑高盛﹑索羅斯擠進來
興風作浪﹐拋空捲錢。200 那好﹐民主國會立法制裁﹐東海﹑南海離太
近了軍事演習﹐地圖新﹐眼鏡舊﹐擦槍走火別賴我……。美國為什麼
沒有社會主義﹖曾經望眼欲穿德國革命的列寧﹐早八輩子就整明白
了﹕
ଂ 1865~98 ѐĎࡻ઼۞઼ϔќˢ̂ࡗᆧΐ˞˘ࢺĎ҃˘ॡഇņֽ
ҋ઼γŇ۞ќˢݒᆧΐ˞八倍ĄČČྤώཌྷனд̏གྷထ̶極少數প
Ҿಱૻ۞઼छĞˠ˾̙ࠧ͵זˠ˾۞Ȉ̶̝˘ĎӈֹņၘೖŇ
ྒ̂۞ࢍზĎ˵̙˘̶̝̣זğĎιࣇያņગिைŇֽଟဳБ͵
ࠧĄČČځޝពĎଂᇹณ۞超額利潤ĞЯࠎӀማ˞ྤώछ
ଂņҋ̎Ň઼छ۞̍ˠ֗˯ၴ۞פӀማğ̚Ď可以ो˘ొ̶ֽ收買̍
ˠᅳఞ̍ˠෳ࣎˯ᆸĄ҃ЧņАซŇ઼छ۞ྤώछ˵ϒߏдќ
෴ࣇĎϡ˼Ѻ͞ڱĎϡۡତมତ۞ď̳ฟ۞ᔳት۞͞ڱќ෴
ࣇĄ201

蘇聯解體≠列寧過時。不信﹖推薦秦暉拜讀梁曉大作〈誰來養活

199

美國準備出兵阿富汗﹐國務卿鮑威爾對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說﹕“你要麼和我們站
在一邊﹐要麼成為我們的敵人。”副國務卿理查德‧阿米蒂齊“還在其絲毫沒有外交辭
令的講話中說﹐如果巴基斯坦選擇與恐怖分子站在一起﹐那麼巴基斯坦就準備好被炸回
石器時代吧。”（穆沙拉夫﹕《在火線上》197 頁）
200
推薦參閱王小強﹕《投機賭博新經濟》和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
濟發展方式》。
201
原文黑體﹔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95﹑9 頁。
72

美國〉。202 固然﹐最高學府頂級教授不會拜讀梁曉大作。別說梁曉了﹐
大國崛起以後﹐不屑一顧鼎鼎大名的湯因比﹐居然把拯救人類的希望
拜託中國文明﹐卻非“應當說是明擺著的”美國。203 湯因比和“世界
體系”們一丘之貉﹐全體人類都來研究現場﹐從頭到尾貫徹“一個出
色的關於分化的準則是把整個社會分成三個部分﹕少數統治者﹐內部
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不巴結“社會的頭腦”＋“社會的良心”﹐
肯定西方“這兒存在著一個內部無產階級﹐以及存在著一個從無產者
中得到補充的作為少數統治者的代理人的‘知識界’。”204 把“窮則
思變”囊括進來﹐湯因比名著《歷史研究》﹐尤其施賓格勒名著《西
202

梁曉﹕《世界是平的嗎﹖》七章。
秦暉認為﹐湯因比認為人類應當“建立萬能的世界性國家和超越各‘文明’的世界性
宗教。這種‘世界大同’式的前景是人類在核戰爭威脅下得以生存延續的惟一機會。那
麼誰能帶領人類找到這一機會﹑建立這種大同世界呢﹖這裡湯因比陷入了最後的迷惘﹕
他既認為這種大同前景只有在現代科學和技術所創造的條件下﹐而且只有在人們自由選
擇這個方向上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 在那個時代﹐這兩個前提在地球上哪一部分最具現
實性﹐
應當說是明擺著的。但另一方面﹐
他又認為這種可能的救世力量將來自中國 — 1975
年湯因比去世前恰處在‘文革’混亂中的中國﹐當時的中國在湯因比看來（在如今許多
中國人看來大概也如此）與‘中國文明’的傳統時代一樣以‘停滯’為特徵﹐這種‘停
滯’在《歷史研究》中是被看作陰影和體現‘中國文明’‘垂死’狀態的東西﹐而在湯
因比辭世前的這個時候它卻被看作光明”（秦暉﹕《思無涯﹐行有制》163 頁）。“可見
對湯因比而言﹐中國是否真的不能‘如先進諸國那樣’發展出工業文明其實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不應這樣做﹗無怪乎有人評論‘他的出發點也是情緒化的﹐至少不是從事實
出發的’。從這種‘中世紀的敵人之敵人’的情緒出發﹐湯因比對當時在‘四人幫’專
制下處於中世紀停滯中的中國寄予厚望。”（原文黑體﹔秦暉﹕《問題與主義》312 頁）
204
筆者黑體加重﹔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317~318 頁。“在現代西方世界中出現
著具有特點的一分為三的清楚的跡象﹐這就是分成少數統治者﹑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
者。……無產者對於少數統治者的反抗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從中世紀的農民戰爭到
法國革命時代激進民主主義的反抗﹐都有激烈的表現。在 20 世紀中葉﹐它的表現更是空
前有力的﹐而且這種表現循著兩條道路發展。凡是疾苦主要屬於經濟的﹐它的道路是共
產主義﹔凡是疾苦屬於政治的或種族的﹐它的道路是民族主義對於殖民主義的反抗。……
而無產者之中﹐有一部分就居住在美國﹔因此﹐某些反共的美國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號
召力量﹐並不掩飾其焦慮﹐甚至在某些表現上還是歇斯底里的。”（湯因比﹕《歷史研
究》下冊 384~385﹑413 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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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沒落》﹐“是多麼不切實際以至荒謬”。205 後者“充滿著專業史
學家嗤之以鼻的大量知識性錯誤”﹐前者“歷來專業史學家從實證角
度挑出他的毛病絕不比施賓格勒的書少”。206 可是﹐伊拉克﹑阿富汗
的窮人大多數﹐萬一真的被實證研究得隱身不見了﹐美國青年一去不
歸﹐流血犧牲﹐勞民傷財﹐沒完沒了﹐一人一票的“五月花精神”怎
麼肯答應﹖
ҹޥ၆ņྤώཌྷŇѣ˘གྷ۞ّԲҿĎᄲߏι۞ņԛёπඈ
ପᄏ၁ኳ۞̙πඈŇĎߏٺĎņԛёπඈŇܮѣ˞ņંŇ̝ЩĎࠤ
Ҍࠎ˞ঐੵņ၁ኳ۞̙πඈŇĎͽטࢨࢋܮҌפঐņં۞Ňԛёπඈ
Ğӈᚮ̳۞ۋπğ。207

馬克思呀馬克思﹐你可真太弱智了﹗歌德﹑尼采﹑康德﹑費希特﹑
叔本華﹑謝林﹑黑格爾﹑費爾巴哈……﹐德國思辨群星璀璨﹐接力棒
擩到您這兒﹐苦煎苦熬一輩子﹐竟把“形式”跟“實質”混淆了﹐難
怪窮得沒飯喫。馬恩兩口口口聲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們
在哪兒﹖實證研究從來不來現場﹐家裡外頭找不著人﹐不到煤礦爆炸
不現身﹖

205

“文化形態史觀以德國哲學家施賓格勒與英國史學家湯因比的理論為代表。他們二人
的著作﹑尤其是前者的名著《西方的沒落》在實證上遠談不上嚴謹﹐並因而在專業歷史
學家中聲譽不高﹐……應該承認﹐無論從事實判斷的角度我們能夠指出他們的多少錯誤﹐
也無論他們理論中‘立’的部分（施賓格勒的國家社會主義與湯因比的‘東方救世’論）
是多麼不切實際以至荒謬﹐但他們理論的‘破’的部分﹐即他們對近現代文明的價值批
判﹐還是有許多真知灼見的。不過他們面臨的問題與我們全然不同﹐這一點是切不可忘
記的。”（秦暉﹕《問題與主義》309~313 頁）
206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看起來“似乎十分合乎‘學術規範’的鉅著﹐與這種文化類型
史觀的前驅施賓格勒所寫的《西方的沒落》充滿著專業史學家嗤之以鼻的大量知識性錯
誤不可同日而語﹐但這部書本質上與施賓格勒之書一樣屬於‘刺蝟’之作。歷來專業史
學家從實證角度挑出他的毛病絕不比施賓格勒的書少”（秦暉﹕《思無涯﹐行有制》164
頁）。
74

ˣďҹޥŮ২ؕ࠱ŶĔ
ņ͛ࢭŇॡഇ۞ņԲጏσڱŇᄃņҹޥΐ২ؕ࠱Ň̝ኢᔵ·
႕˞ົܢďᇆड̈́ņΟࠎ̫ϡŇ۞ѡྋĎ̙ݒਕ่่ෛ̝ࠎ˘̂።Ϋە
208

৯Ą

舊中國傳統農業佔 GDP 的 90％﹐農民佔人口的 90％。中國共產
黨 28 年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的主力軍是農民。可以說﹐
推翻三座大山的中國革命＝想實現現代化的農民革命﹐肯定繼承過去
農民戰爭的諸多傳統﹐中國文化的精華和糟泊。1970 年代末 80 年代
初思想解放﹐筆者撰寫系列激揚文字﹐深揭狠批革命隊伍中農民成份
的農業社會主義﹑封建專制主義﹐為改革開放搖旗吶喊。30 多年時間
過去﹐改革開放不爭論﹐實證研究大踏步《告別革命》209→〈告別強
制〉210→〈走出《共產黨宣言》的誤區〉211→《毛澤東：鮮為人知的
故事》212＋《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平反四人幫冤假錯案《人民公敵
蔣介石》﹖213 宜將剩勇追窮寇﹐剎車失靈不召回﹐慣性力窮追猛打挖

207

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220 頁。
秦暉﹕《傳統十論》122 頁。
209
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
210
秦暉﹕《思無涯﹐行有制》中的文章標題（85 頁）。“我們以往浪費在偽問題上的時
間太多了﹐比如關於“姓社”與“姓資”的問題。在學理上那種‘姓公姓私’之爭應該
說早就是個偽問題了﹕市場經濟中的所謂‘私有權’本質上是公民自由產權﹔這一產權
原則理所當然地既意味著每個公民可以自由地選擇‘單幹’﹐也意味著若干公民乃至許
多公民只要基於各人的意願也可以自由地（即不是被迫地）把自己的資產加以合併﹑自
由地組織經濟聯合體。因此毫不奇怪﹕世界上只有命令經濟國家立法禁止私有制﹐但從
無市場經濟國家立法禁止公有制的。……因此真正的問題根本不在於‘姓公’還是‘姓
私’﹐而在於強制還是不強制。”（筆者黑體加重﹔秦暉﹕《問題與主義》134~135 頁）
211
推薦參閱辛子陵﹕〈走出《共產黨宣言》的誤區〉﹐《香港傳真》No.2008~21。
212
推薦參閱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和 Gregor Benton﹑林春﹕《傳
記還是杜撰﹖— 海外學者評〈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213
楊天石講得中正﹑結實﹕“在部分人口中﹑筆下﹐他被神話﹑美化為千古完人﹐光同
208

75

祖墳﹕〈孫文在辛亥革命後第一個十年的迷誤〉214→〈孫中山愛國不
愛國？〉215→慈禧老佛爺才是真心實意民主憲政之正宗。216→“美國
人都羞於啟齒的右翼言論﹐卻是中國菁英的時髦話題。”217
誰不知道真理多走一步則成謬誤﹖立場不同﹐追求不同的真理。
改革開放 36 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站在“等值
於”子女的大多數一邊﹐美中不足﹐缺乏保障﹐工會不會﹐拖欠工資
家常便飯﹐童工﹑奴工﹑賣淫﹑賣血﹑賣婦女﹑賣兒童﹐貧困失學﹐
沒錢看病﹐大國崛起似曾相識舊社會。站在家長貴族~公民社會一邊﹐
國有壟斷行業暴利﹐權貴謀私貪污腐敗﹐與自由競爭的民營經濟爭利﹐
改革開放的真理﹐吳敬璉用黑體字編者按“行百里者半 90。”218 先富
起來百尺竿頭﹐還差“人民專制”還政於民（非權貴富民）最後一步﹗
秦暉的深刻非同凡響。多數人永遠不到研究現場﹐因此﹐思想徹
底解放﹐海闊天空﹐鷹飛倒仰﹐紛呈迷人學術狀。邏輯推導穿梭古今
一環扣一環﹐理論聯繫實際一扣緊一扣。大翻盤的結論﹐由遠及近﹐
由博返約﹐由曖昧變直白﹐環環相扣令共產黨窒息的系列“偽”範式﹕
馬克思＋秦始皇發動窮則思變的痞子革命﹐“滑向‘人民專制’的死

日月﹐功業和道德都彪炳萬代﹔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筆下﹐他則被鬼話﹑醜化
為人民公敵﹑元兇首惡﹑民族敗類﹑千古罪人。兩種情況 — 捧和罵﹐都背離蔣介石的
實際﹐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尋找。”做序自詡胡喬木親自拜託﹐從蔣介石的日
記本裡《找尋真實的蔣介石》﹐還要出續集﹑三集﹐一本初集大大大超額足以證明陳伯
達著《人民公敵蔣介石》是罵人﹐是背離實際﹐是迷失本相﹐是把人家“鬼話﹑醜化為
人民公敵﹑元兇首惡”了。
214
孫中山“與袁世凱競相向日本政府爭寵。……出賣滿蒙。……在民主制度恢復在望之
際﹐卻肆意建立非法政府。……號稱‘護法’﹐卻明目張膽踐踏法治。”（原文黑體小
標題﹔袁偉時﹕《近代中國論衡》111~191 頁）
215
楊奎松﹕《開卷有疑》首篇文章標題（1頁）。
216
馬立誠﹕《歷史的拐點》242~243 頁。
217
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317 頁。
218
原文黑體﹔吳敬璉﹕〈改革不言止步﹐中國還需努力﹕中國經濟 60 年〉﹐《財經》
2009 年 9 月 28 日 74~103 頁。
76

胡同。”219 社會進步得倒退﹐改革成功得失敗﹐暴民暴動擁戴暴君暴
政﹐推翻現代化三座大山﹐復活古代中世紀專制。
።ΫՙؠኢᖞሀёĞт็۞ņ̣ۤົԛၗᄲŇğ۞ၑბ̙֭д
ͽ˯ֱĎ҃дٺē1Đι၆ņ݈ܕŇ۞ְ၁ೡᄃநኢໄ߁Ğтņ১
ҪՙؠኢŇğ̙ႽϒቁĎϤѩጱιд၆ņ݈ܕŇ۞ӎ̚ؠ٦ୢ˞˘
ֱ̙ྍ٦ୢ۞Ď҃σ˞˘ֱ̙ྍσ۞Ą— ߏ˘࣎၁ᙋયᗟĎѩ
̙ྎኘĄ2ĐιԯņซՎŇᄃņརޢŇᆊࣃҿᕝតј˞ᙯٺņυ
ఢޠŇ۞ְ၁ҿᕝĎ҃ߏ̙ਕјϲ۞ĄČČְ၁ҿᕝᄃᆊࣃҿᕝ۞
ጱ˞ૄٺᆊࣃ۞ˠ͛ჟৠᄃૄְٺ၁۞ࡊጯཌྷ˟۰۞ņંඕ
ЪŇĄଂ҃ߊࠎࣄˠ̝͛Щ۞ͅࡊጯ៌ď˵ࠎࣄࡊጯࠎЩ۞ͅˠᇷ
Җౄಶ˞˾၁Ąඕߏڍēдͅԩ̚͵ࡔ۞࿅̚јܜֽ۞ņξϔۤ
ົŇ۞ˠ͛ჟৠᄃࡊጯჟৠ۞ņંඕЪŇ҃ͅጱ˞˟۰Тᕩ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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ႽĎன˞ߊ̙ˠ˫ࡊጯ۞ņ̚͵ࡔೇ߿Ňன෪Ą

這段詰屈聱牙的拽文﹐終極抽象出“人道反科學”大躍進和“科
學反人道”計劃管制的“偽結合”﹐實證研究昇華歷史哲學﹐最高境
界極目天舒﹐一覽眾山小﹐全看清楚了﹐無休無止的折騰﹐無可挽回
的損失﹐無法無天的罪過﹐無邊無際的災難﹐從頭到“偽”﹐輕信了
馬克思“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混淆”的資本主義進步到社會主義的
“必然規律”。歷史研究與現實選擇﹐激進與保守﹐前進與倒退﹐革
命與反動﹐一切糾纏難解的《問題與主義》﹐終於在認識論層面統一
起來﹐從而得以連貫總結中國共產黨人﹐從善良的願望出發﹐追求美
好的理想﹐亦步亦趨﹑走火入魔的心路歷程﹐義正辭嚴又寬宏大量﹐
用“優待俘虜”的姿態正面回答﹐為什麼“早期具有極端個性解放或
激進自由主義色彩的‘五四’極左翼（陳獨秀﹑李大釗等）後來會發
展出一種比‘傳統’更壓迫個性更敵視自由的整體性極權傾向﹐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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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傳統十論》351 頁。
秦暉﹕《問題與主義》339~341 頁。
77

其發展至極端的‘文革’時期忽然迸發了向古代‘法家’（商鞅﹑秦
始皇等）認祖歸宗的熱情。”221
評價秦暉這類似是而非的“偽”學問﹐張木生一語中的﹕邏輯推
理頭頭是道﹐可惜﹐未經論證的前提荒誕。普世價值當然普適。說一
千道一萬﹐世上誰不愛“乾淨”﹖“右派”要民主﹐“左派”也要民
主﹔“右派”反專制﹐“左派”也反專制。人人要民主﹐個個反專制。
可見﹐普世價值不是真問題。〈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問〉。真問題
是先富起來〈告別強制〉﹐真學問是先富起來先民主起來﹐組建公民
社會。羅馬家長也行﹐俄國“公社主”也行﹐222 高尚貴族＝“社會的
頭腦”＋“社會的良心”﹐至少這部分人﹐酒足飯飽﹐穿金戴玉﹐“不
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223 固然﹐許多奴隸尚在“劇
場”拚命﹐許多農奴﹑隸農和“村社社員”尚在田間勞動﹐千萬別讓
這些“窮則思變”攙和進來。希特勒就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史無前
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民主﹖所以亟需“少些精神貴族﹐多
些貴族精神”。實現了民主憲政﹐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始有健全的
制度保證﹐真正避免均富＝共同富裕＝殺富濟貧。“人富而仁義附
焉。”224 真民主理應屬於少數人﹐正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腦滿
必先腸肥﹐智叟只為肉食謀。
221

秦暉﹕《問題與主義》350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傳統十論》62 頁﹐等等。
“在 19 世紀農奴制改革前﹐俄國貴族基本上不是‘地主’而是‘公社主’﹐主要通過
具有基層政權和經濟組織雙重職能的即‘政社合一’的米爾（農村公社）管束其農奴 —
米爾成員。米爾除‘土地公有﹐份地平均﹐定期重分’的基本職能外﹐還具有勞動組合﹑
共耕地﹑強制輪種﹑強制聚居﹑連環保﹑賦稅統徵（即徵賦對社不對戶﹐貧戶所欠富戶
補）﹑份地~身份合一乃至公倉﹑公匠﹑公牧等傳統。這一體制對其成員具有強烈的束縛
~保護作用﹐它既保證了傳統權貴能從統治~服從關係中得到各種等級的待遇﹐並造成森
嚴的等級~身份壁壘﹐又可以在農民中‘抑強扶弱’﹐防止競爭和分化。”（秦暉﹕《天
平集》17~18 頁）
223
原文黑體小標題﹔秦暉﹕《問題與主義》208 頁﹔同樣文字照抄在秦暉﹕《市場的昨
天與今天》213 頁﹐等等。
224
《史記˙貨殖列傳》﹐王雷鳴﹕《歷代食貨誌註釋》1 冊 38 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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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ņวᏖŇĄ225

“新左派”不是總愛拿 GDP 持續高速增長對比中國“摸著石頭過
河”與蘇聯﹑東歐推翻共產黨的轉軌變型嗎﹖
дགྷᑻ૱ᙊᆸࢬ˯ᄃ֏ኢซҖۋ၁Гट̙ٽ࿅ēт่ڍ
ͽјୀኢߏྖ۞ܧĎ֤ᆃऻُ၆ڌለᖼඕڍೌ៍۞Ҥࢍ˵̙ົͧዴ
⅟࿆۞ņ̂ซŇᄃ࿆гফďࣙᅿྮ۞ņ͛ࢭŇՀᒷĎ226

孔丘謁老聘﹐“口張而不能嗋”了吧﹖臨了﹐又是智慧的一問。
說破天﹐不也是“交學費”嗎﹖既然橫豎得交學費﹐悔不當初早打正
經主意﹐招商引資﹐把大躍進的餓殍圈養起來﹐像如今聘足球教練一
樣請羅馬教練來鳥巢重開競技場。用不著逮捕野獸破壞生態﹐數以千
萬計的“窮則思變”﹐讓他們不高尚的自相殘殺﹐讓咱們高尚的夜夜
狂歡﹐大國崛起公民社會﹐萬壽無疆也消耗不完哪﹗痛心疾首不提
1927~37 年的黃金時代﹐就算是貴族精神打 1960 年代發揚光大起來﹐
家家使喚小保姆不算剝削的公民們﹐“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
225

秦暉﹕《問題與主義》7 頁。
“如果說不久前許多‘保守主義’者強調的是變革的速度問題﹐基調是主張漸進而反
對劇變的話﹐那麼‘新左派’強調的似乎是方向問題﹐它不但反對東歐式的劇變﹐而且
反對東歐路線的‘漸進主義版本’﹐尤其反對把今日中國的許多現狀視為‘過渡的現
象’。‘保守主義’教人學慈禧新政而勿學康梁維新（當然更勿學孫黃革命）﹐而‘新
左派’則教人勿學東歐﹐勿學西方﹐甚至勿學亞洲‘小龍’﹐專學……改革前舊體制﹐
且不是學它較‘溫和’的時期（比方說 1950 年代初）﹐而是集中在‘大躍進’﹑‘學大
寨’﹑‘文革’等最為今人詬病之處去尋找‘合理因素’﹐並力促其‘在新的條件下重
組而再現’﹗”（秦暉﹕《問題與主義》157 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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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不自由”﹐跟權貴爭公平﹐朝專制要民主﹐先富起來中國震撼﹐何
至於今天小日本在釣魚島跟咱叫板﹖
дล৺ۤົ྆Ď݇ࣤߏᄃజࣤ݇ďᑅ࢝ᄃజᑅ࢝ďԝֹᄃజԝֹ
۞ᙯܼĄдፋ࣎ล৺ۤົ۞።Ϋ̚Ď̖ߏరࡍдˠᙷۤົ֗វ̚۞˘
୧ਖഛĎΪѣԯιԘĎ၆˘̷ຍᙊԛၗٕჟৠ߿જ۞ॲϤĎ̖ਕ
࠻ՀၔĄ
ҹޥཌྷ۞நኢĎЯࠎιߏΟࣰ̒ࡶֽ̫ـጯវր̚最過硬۞វ
րĎोιྫྷ၁ኹඕЪд˘Ďιߏགྷ҂រ۞ৌநĄ227

張木生說得好﹐迄今為止﹐“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惟一的批判資本
主義最徹底的理性學說。”228 自古以來﹐少數人奴役﹑壓迫多數人﹐
階級種姓﹐君臣父子﹐天經地義﹐不容置疑。資本主義推動全球現代
化﹐科技進步﹐文化普及﹐自由平等博愛﹐第一次成為勞苦大眾耳熟
能詳的現實憧憬﹐為人類社會進步﹐帶來探索眾生均富的可能性。生
產能力突飛猛進﹐直觀比較“50 衣帛 70 食肉”的舊社會﹐“樓上樓下
電燈電話”﹐物質極大豐富﹐共同富裕﹐觸手可及。229“人類而今上
太空﹐但悲不見五洲同。”230 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馬克思主義﹑列寧
主義﹑毛澤東思想應運而生﹐成為多數人探索新社會的理論武器﹐中
國革命與舊式改朝換代的本質區別﹐農民起義與現代化使命的連接紐
帶。東歐易幟﹐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社會主義陣營土崩瓦解﹐全球
資本主義一體化。一旦階級鬥爭熄滅了﹐遠離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中
國共產黨武裝奪取政權（非法）和繼續執政的合理性﹑合法性﹑歷史

227

原文黑體﹔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11﹑19 頁。
“我們要回答的是至今仍能肯定的馬克思主義的合理內核是什麼﹖因過時而需要揚棄
的又是什麼﹖”（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66~67 頁）
229
正如諾貝爾和平獎敏銳指出﹕“馬克思主義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說這理想明天就
會實現﹕資本主義準備好一切物質條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實現共產主義。”（金鐘﹕〈文
壇“黑馬”劉曉波〉﹐（香港）《解放月報》1988 年 12 月號 64 頁）
230
毛澤東詩句﹐劉濟崑﹕《毛澤東詩詞全集》195 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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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與蘇聯﹑東歐的共產黨一樣﹐蕩然無存。人類歷史和社會矛
盾﹐必然蛻變成少數富民與更少數權貴爭權奪利。暴民＋暴君（秦始
皇）或“打倒皇帝做皇帝”（朱元璋）＝暴政仇富 →“殺富”﹐必然
成為中國未能發展資本主義﹑落後挨打的根本原因。無中生有鬥地主﹐
餓殍遍野大躍進﹐不得不改革開放 36 年以後﹐十年磨一劍的“偽”範
式再豆腐渣﹐秦暉“我相信與潮流相吻合”﹕共產黨領導資本主義﹐
文不對題。一黨專政先富起來﹐驢唇不對馬嘴。轉軌不變型﹐豬八戒
照鏡子 — 裡外不是人。
無論過去誇大階級鬥爭喫過多麼大虧﹐無論當前腐敗蔓延多麼嚴
重﹐無論方向迷失到什麼程度﹐歷史無法篡改。中國共產黨革命與傳
統農民起義的本質不同在於﹕無數革命烈士奮不顧身﹐英勇犧牲﹐決
非為了“彼可取而代之”﹐讓自己或子女重新騎到人民頭上作威作
福。很多共產黨員﹐不少高級幹部﹐彭湃一樣大地主﹑大資本家﹑高
官顯貴﹑書香門第的家庭出身。中國共產黨推翻三座大山﹐追求沒有
人剝削人﹑壓迫人的社會理想﹐絕非智叟眼裡的烏托邦﹑狂想曲﹐是
數千萬革命烈士的生命和鮮血 — 包括王佐﹑袁文才﹑許繼慎﹑曾中
生﹑彭德懷﹑劉少奇﹑張志新等在黨內鬥爭中壯烈犧牲﹐錯誤﹑挫折
中無數被冤屈人們的不幸和血淚 — 許多趙儷生一樣丈夫氣慨﹐無怨
無悔﹐231 特別是億萬百姓多次承受的鉅大苦難﹐滋潤﹑澆鑄﹑凝聚﹑
錘煉﹑傳承﹑激勵﹑發揚成頑強生命的物質運動。幾隻禿筆自作聰明﹐
輕佻一句“上當受騙”﹐幾千萬烈士﹑億萬人民﹐全成傻 B 了﹖
以往不斷重犯“左”的錯誤﹐必須防止重演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

231

秦暉的導師趙儷生令人欽佩﹗在〈作者自傳〉中﹐打成右派勞改的冤屈苦難隻字未提﹕
“從此以後﹐祖國解放﹐人民共和國建立﹐我個人的經歷也就正常﹑平淡得多了﹕一直
當教師。由東北師大而山大﹐由山大而蘭州大學。朋友們在讀到這裡時﹐提意見說﹐此
後就缺乏了‘生活的足跡’。可是我想﹐譬如胳膊上生過一個瘡﹐現在統統好了﹐再提
如何發燒﹐如何流膿﹐對己對人﹐都無好處和必要。故此處用了省筆。”（原文黑體﹔
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409 頁）— 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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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悲劇。然而﹐堅決反腐敗﹐嚴懲貪官污吏≠堅決反共﹑反社會主義﹐
必須重視工農大眾的權益﹐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公民社會組織維護
“弱勢群體”的工會﹑農協﹐首先幫忙四處流動的民工黨團員找到黨﹐
過上正常的組織生活。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無論革命還是執政﹐只
有和廣大群眾水乳交融﹐才有生命﹐才有力量﹐才能理直氣壯。堅決
要民主﹐開放言論自由≠資產階級憲政﹐必須傾聽﹑張揚大多數未富
起來的呼聲﹐與國際慣例接軌食品安全﹑藥品安全﹑飲水安全﹑呼吸
安全﹐包括嬰兒不再成千上萬腎結石﹐老人照常公園晨練健身﹐兒童
照常幼兒園戶外活動﹗改革開放 36 年﹐祖國富翁僅次美國﹐實現了（如
果不說超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中國共產黨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
在繼續鼓勵先富起來合法（而非腐敗）致富積極性的同時﹐更多側重
如何更好﹑更快地實現多數人共同富裕﹐本來就是改革開放的初衷﹐
繼續前進的第二步﹐民族振興的題中應有之義。— 這就是“左派復
興”﹐替文革翻案﹐民粹主義殺富濟貧﹐重來痞子革命＋極權專制＝
暴政仇富 →“殺富”﹐就是“從語言暴力到實際的暴力﹐都躍躍欲
試。這是一種危險的趨勢。”232 有多危險﹖南懷瑾提倡的“均富”＝
共同富裕﹐不僅共產黨﹐而且是中華文明持續嚮往幾千年的理想境界。
這還了得﹖幾個高尚貴族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熬到第三代﹑第
四代和平演變﹐蘇聯東歐完蛋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共眼看就差最後
臨門一腳了﹗內戰﹑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改革
開放在共產黨領導下（對比臺灣改革開放在國民黨領導下）鬧成“四
個堅持”＋“三個代表”＝權貴資本主義﹐付出多大代價﹐兜了多大
一圈﹐《往事並不如煙》﹐現行歷歷在目﹐終於一部分先富起來越富
越富﹐為山九仞﹐豈能功虧一簣﹖所以必須頂級教授理論創新“偽”
範式﹐從頭改寫中西歷史﹐勇於擔當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關鍵
時刻﹐決心比什麼都重要。人有多大膽﹐歷史變啥臉﹗理順肚腸﹐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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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極左極右都危險〉﹐《中國改革》2010 年 11 期 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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嚨通暢﹐順西風﹐山雨欲來黑雲壓城﹐民主憲政歌聲嘹亮﹐更有華盛
頓總統親蒞現場幫腔吆喝﹐興許真能“咕咚”開來﹐震翻了老弱病殘﹑
奄奄一息的專制一黨﹖
ೋჺ͕ᎸခәĎЎৠૺ˾ФᔷĄ
ৠэͤ˼֧ೋĎ֔Ꭹࣧᖟ༱֢Ą233

1962 年﹐毛澤東思想草木皆兵﹕“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
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234 53 年過去﹐全球一體
妖魔化共產黨整整一代人時間了﹐碩果僅存最後一個共產黨領導的 13
億人口大國﹐樹欲靜而風不止﹐值得小心東歐﹑蘇聯的教訓﹐重演蔡
元培首倡“護黨救國運動”﹐上竄下跳﹐奔走呼號﹐敦促蔣介石用黑
社會屠殺共產黨﹐寧可錯殺多少﹐不可錯放一個的悲劇﹗235 固然﹐天
233

毛澤東詩句﹐劉濟崑﹕《毛澤東詩詞全集》212 頁。
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Frederic Wakeman﹕《歷史與意志》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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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海納百川﹐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立銅像流芳千古。為了撲滅“痞子革命”﹐1927
年 3 月 28 日﹐剛剛回國的蔡元培在上海﹐住蔣介石總部行營﹐與吳稚暉﹑李石曾﹑古應
芬召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會議﹐誣蔑“共產黨員謀叛國民黨”﹐發起“護國救
黨運動”﹐推舉蔡元培當主席。“4 月 2 日﹐蔡元培和吳稚暉﹑李石曾﹑張靜江﹑古應芬﹑
陳果夫﹑李宗仁﹑黃紹竑八人﹐召開所謂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全體監察委員 20 人﹐
僅到八人﹐不過半數）﹐蔡元培任主席。”會上﹐吳稚暉提出“以非常之處置﹐護救非
常之鉅禍”（周天度﹕《蔡元培傳》258~259 頁）。“蔡元培又一旁附和﹐拿出〈共產
黨禍黨證據及共產黨在浙禍黨之報告〉﹐讓委員傳觀。會議在他的主持下﹐還審定了中
央執行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和各省黨員應進行看管的共產黨人名單﹐共計 179 人。”（崔
志海﹕《蔡元培傳》154~155 頁）“會議通過了吳稚暉提出的彈劾文告﹐要求國民黨中
央執行委員會採取緊急措施﹐將各地共產黨員由軍警加以逮捕。4 月 3~5 日﹐蔣介石﹑
張靜江﹑吳稚暉﹑李石曾與汪精衛在上海連續舉行秘密會議﹐策劃反共清黨﹐取得了一
些協議﹐蔡元培也參與了會議。……4 月 9 日﹐蔡元培和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等以國
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名義﹐聯名發表了‘護黨救國’的通電﹐攻擊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
政府的種種革命行動。”412 大屠殺後第二天“13 日﹐中央監察委員會開會﹐吳稚暉﹑
張靜江﹑李石曾﹑黃紹竑﹑鄧澤如﹑古應芬﹑蔡元培均與會﹐做出了否認武漢政府﹐國
民政府即遷移南京﹐取締‘反革命分子’等項決議。4 月 18 日﹐蔣介石操縱的國民政府
在南京成立﹐由蔡元培授印並發表演說﹐指責當時的武漢國民政府是‘受共產黨妨害’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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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下雨﹐娘要嫁人。夏葛冬裘﹐氣數有時。運去英雄不自由。縱使悲
劇不可避免﹐“痞子革命”慘遭失敗﹐蘇區損失 90％﹑白區損失 100
％﹐共產黨人還是殺不完的。不是因為蔣介石﹑蔡元培心不夠狠﹐刀
不夠快﹐而是因為高尚貴族永遠無法擺平自己﹕在中國﹐勸不住四大
家族慾壑難填﹔在美國﹐又公平又民主又社會保障﹐還要醫療改革﹐
人人懷揣“美國夢”﹐既無封建傳統﹐亦無“窮則思變”﹐照樣捂不
住馬多夫﹑雷曼兄弟﹑兩房﹑AIG﹑高盛﹑大摩﹑……喫得比誰都好﹐

和俄國人操縱的‘破壞政府’﹐提出要消滅這個政府。”（周天度﹕《蔡元培傳》259~260
頁）共產黨人血流成河﹐工農群眾屍積如山。蔡元培意猶未盡﹐再接再勵。“12 月 10
日﹐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第四次預備會議通過恢復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蔡元
培立即發表擁蔣言論。12 月 13 日﹐他在南京向記者發表談話說﹕蔣介石‘功在黨國﹐此
次再任艱鉅﹐自極贊同。余意蔣先生復職以後﹐必能將所有軍隊凡立於鏟除共黨﹑打倒
軍閥之旗幟者﹐結合為一。現在武裝同志大家都應覺悟﹐同心努力﹐一致為鏟除共黨﹑
打倒軍閥之工作。此外種種皆不足置慮也。’1928 年 1 月 4 日﹐蔣介石由上海返扺南京
復職﹐蔡元培與張靜江﹑陳果夫﹑吳稚暉﹑何應欽﹑李宗仁等國民黨黨政軍要人前往車
站迎接。當晚﹐蔡元培又在歡迎會上發表演說﹐……2 月初﹐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
蔡元培又領銜提出〈為防範共黨擾亂陰謀之提案〉﹐稱‘中國國民黨雖經實行反共﹑分
共數月如茲﹐但現在共黨擾亂中國之計劃行為﹐仍甚猖獗﹐證據確鑿﹐不得不加以制止’。
蔡元培在清黨中曾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積極態度﹐是無庸諱言的。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
柳亞子在 1941 年所作的〈紀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黨的態度曾給他極大
的震動。”（崔志海﹕《蔡元培傳》156~158 頁）是一時認識糊塗嗎﹖寧漢分裂﹐汪精
衛﹑胡漢民﹑蔣介石三國演義﹐不可開交﹐蔡元培的黨內地位趁勢躥昇。蔣介石被迫下
野以後﹐9 月 15 日﹐國民黨成立中央特別委員會﹐“使分裂為三的國民黨獲得了形式上
的統一。”並推舉汪精衛﹑蔡元培﹑謝持三人當常務委員。五天以後﹐新的國民政府宣
告成立﹐汪精衛﹑胡漢民﹑李烈鈞﹑蔡元培﹑譚延闓為常務委員。“國民政府未設主席﹐
由常委輪流主持。”接下來發生“廣州事變”﹐長袖善舞“張靜江﹑李宗仁﹑李石曾﹑
吳稚暉﹑蔡元培以中央檢察委員身份聯名致函國民黨中執會﹐檢舉陳公博﹑顧孟餘﹑汪
精衛三人反黨事實”。12 月 16 日﹐汪精衛通電引退﹐出國（《胡繩論“從五四運動到人
民共和國成立”》349~364 頁）。蔡元培“也因他參與 1927 年的反共清黨活動而被奉為
黨國元老﹐先後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及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監察委員及監
察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崔志海﹕《蔡元培傳》157~158 頁）若非生不逢時﹐
趕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軍閥混戰﹐遵循民主法制程序﹐憑學術聲望和政治手腕玩
憲政﹐當今銅像高高聳立﹐何止區區一偉大的教育家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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掙錢比誰都多﹐沒招沒惹 — 誰敢哪﹖智商太高腦太滿﹐佔便宜太多
腸太肥﹐一個飽嗝翻不上來﹐活生生自家撐破了肚皮﹐金融海嘯﹐濁
浪滔天。
人世間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秦暉對王安石
恨之入骨﹐n＋1 次“公然聲稱要殺富”﹐統統借荊公〈兼併〉詩引蛇
出洞。20 世紀末﹐秦暉智慧借古諷今﹕“直到前些年不也仍然延續著
‘開放’與‘管制’的論爭嗎﹖因此我們這一千年初始體現在《臨川
集》與《司馬溫公集》中的這‘兩條路線鬥爭’實具有極大的反思意
義。”對應改革開放 36 年﹐“王安石的‘統制經濟’觀點應當是‘保
守的’﹐而司馬光﹑溫國司馬文正公老先生倒似乎應當算是‘改革派’
了。”236 針對秦暉這種論調﹐20 世紀初﹐清華大學掛牌前﹐清華國學
研究院導師梁啟超和不識字的趙光腚穿連檔褲﹐跳腳痛罵“社會的頭
腦”＋“社會的良心”＝豺狼飲人血為樂﹗實在不忍割愛﹐大段照抄
如下﹕
ྏ˘៍༊ॡኜˠٙᖞۤົᙹ᫅╯̝ଐԛĎ˫҂ለ߷̚͵̝͵ܕ
።ΫĎ֍ޙދॡΠဃܴℲ݇πϔְ̝၁Ď࠹ОᙋĎ͈၆ٺ
ਥ̳Ďآтңގৡ҃ቯ۰Ą҃˜ᇴѺѐֽĎ˘ͲӟԛĎѺͲӟᓏĎҌ
̫൘֛͠ᔮ˵ďે˵ٴďࡳᅖ˵Ďࠤ۰͠ᒉռ˵ď▐͆˵Ąײĕԧ઼
ϔ̝ᓠٺಡाĎΞͽೖջĕ
༊ॡϲڱ۰̝֏͠ē̫ٙᆵᐹ࠰Յฏፓᙸ̙ਕҋ྿̝ڣĎٙפ
۰˜͵֭׀ࣘއਕˠ֏̝ᄹΠĎۢາ̝ڱҖĎ̙كܮዅĎ҃ᇦ̝۰υ
ிջĄ˵ڍ༊ॡٙᏜ̀Ӗ̄۰Ϲ҃Խ̝Ď̝҃ٙநϤĎ̙γ
ٺҋӀĄ̫ரᓝ˘˟ē
蘇轍之言曰﹕“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
蘇軾之言曰﹕“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
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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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思無涯﹐行有制》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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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常行。”又曰﹕“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慾
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神宗嘗與近臣論免役之利﹐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
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
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ײĕ༊ॡ̝Խາڱ۰Ď۱քт֍ջĄт˟ᛂ֏Ďᄮฏϔ̝ڇԝĎ
ࠎ͇གྷгཌྷ̙҃Ξ٥Ďѩౝٺล৺ܸࢩ̝ޘטĎͽࠎ͇̝ϠϔϠ҃ѣ
ෳክ˵Ąࢭ઼̂ڱॡ̝ෳĎ઼ܻன̫̝ෳĎ࠰ѩኢͽҋጾ᜕
̙ϒ̝ᝋӀĎ̙҃ຍӍ઼ٙᏜኰ۰˜ࡶѩ˵ĄČČ͈ͽ͌ᇴءСפሄ̝
߇Ďֹ҃кᇴˠϔᗓژďࣜድďࡆѪଘऻ̙ᅈĎ是直飲人之血以為樂耳﹐
是豺狼之言也﹐稍有人心者何忍出諸口﹖̙ຍཱིჍኰ͈̀̂۰Ďᐗ֏
̝Ď҃ᇴѺѐ̝ኰ͈̀̂ͷܢĎͽะϭࠎٺϔኛ̝ኖᜥࣰ࠹ĎӍ
ѣͽ֍઼̝̳̚ኢ˵˳ջĄČČ吾請正告天下後世讀史者曰﹕荊公當
時之新法﹐無一事焉非以利民﹐亦無一事焉非不利於士大夫﹔彼士大夫
之利害與人民之利害固相衝突者也Ą̫Ӎዅٙਕ҂֍۰Ď༊ॡ͈̀̂
̝֏˵Ēˠϔ̝֏Ď˘҃Ξ҂֍۰˵Ą҃ᇒၪ˘ࢬ̝ෟͽјܫ㝀Ď
ࣙۡంืѣ̠ႬݙĔ237
237

筆者黑體加重﹔梁啟超﹕《名人傳記》195~197 頁。“新法的中心思想就是打擊豪強
兼併﹐發展生產。……新法大多取得了預期的效果。有人說新法失敗﹐我看用失敗的字
眼是不恰當的。什麼叫失敗﹖王莽變法可以說失敗﹐王安石變法就不能說失敗。神宗時
代新法一直在推行﹐每一種新法都取得了一定效果。農田水利法實行以後﹐興修了很多
水利工程﹐擴大灌溉面積﹔青苗法﹑免役法確實對自耕農民﹐包括中小地主有好處﹐對
豪強﹑高利貸者有所限制﹔方田法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豪強﹑官僚之家擁有大量土地
而不納稅的問題﹐使賦稅負擔比較合理了﹔市易法使市場活躍起來。新法實行之後﹐國
家確實富了。……由於新法打擊了大地主豪強的兼併﹐因此﹐在實行的過程中﹐遭到了
代表大地主豪強的守舊派的激烈反對。……王安石是北宋唯一傑出的政治家﹐明朝的張
居正也不能和他相比。他之所以傑出﹐就因為他能提出發展生產的主張﹐從而使封建社
會的地主經濟能正常地發展下去﹐能實施一系列有利於人民的政策和措施。蘇徹晚年罵
王安石是‘小丈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破富民以惠貧民’。從他來說﹐是
在罵王安石﹔在今天看來﹐卻未免把王安石提得太高了。蘇徹為了罵王安石﹐話說得有
些誇張。王安石不會‘深疾富民’﹐但他的確想抑制豪強﹑大地主特權﹐使貧民得到好
處。他的青苗﹑免役等法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王安石是大丈夫。”（筆者黑體加重﹔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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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民文盲﹐“其人民之言﹐則無一而可考見者也。”故有名人名
言﹕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婢女。238 每逢歷史轉折關頭﹐總要把顛倒的歷
史顛倒過來。舞文弄墨﹐搖唇鼓舌﹐顛過來倒過去﹐歷朝歷代﹐家常
便飯。眾所周知馬克思講話﹕頭回生 — 悲劇﹐二回熟 — 喜劇。有
黃埔軍校跟北洋軍閥真刀真槍浴血奮戰﹐蔣介石堪稱亂世奸雄。這次
螺旋上昇不同尋常（從而意味深長）﹐與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國際慣
例接軌﹐泰國“人妖”也開牙﹐學白骨精饞唐僧肉。想入非非﹐如醉
如癡。秦暉從批判文革﹑批判大躍進﹑批判反右﹑批判土改﹐刨根問
底到秦皇統一﹑商鞅變法﹐把中國共產黨的《苦難輝煌》﹐239 大叫大
嚷成暴民暴動＋暴君暴政＝人民專制的死胡同﹐強行構築“家長貴族~
公民社會”的邏輯體系﹐整個顛覆中西歷史﹐旁徵博引﹑斷章取義﹑
望文生義﹑指鹿為馬﹑無中生有﹑重複一千遍﹐240 是時間隧道間不容

廣銘﹕〈兩宋遼金史〉﹐呂振羽等﹕《大師講史》下冊 15~17 頁）
238
“拿破侖同意伏爾泰的意見﹕歷史不過是‘大家同意的寓言故事’。”（薩繆爾森：
《經濟學》下冊 120 頁）
239
推薦參閱金一南﹕《苦難輝煌》。
240
固然﹐重複一千遍﹐尚有待時日。秦暉的所有文章均以不同標題分別重複發表在不同
學術刊物和報章﹐一稿多投﹐不新鮮。有特色的是﹐不僅在不同文章﹑專著﹐在同一本
書中﹐大段大段多次重複照抄自己的文字﹐而且出版眾多論文集﹐多次重複收入已經收
入自己署名文集的文章。譬如〈中國經濟史上的怪圈﹕“抑兼併”與“不抑兼併”〉原
載《戰略與管理》1996 年 2 期﹐收入劉小楓﹑林立偉編的《中國近現代經濟倫理的變遷》
（158~169 頁）﹐再收入秦暉﹕《問題與主義》（416~428 頁）﹐再收入秦暉﹕《傳統十
論》（45~60 頁）﹐再收入秦暉﹕《天平集》﹐改名〈關於“抑兼併”與“不抑兼併”〉
（61~72 頁）。〈大共同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原載《社會學研究》1998 年 5~6 期連
載﹐改名〈從大共同體本位走向公民社會 — 傳統中國社會及其現代演進的再認識〉再
收入《五四新論》（文集）﹐在秦暉﹕《政府與企業以外的現代化》中成〈大共同體本
位與傳統中西社會之比較〉一章（43~99 頁）﹐在秦暉﹕《傳統十論》中叫〈“大共同
體本位”與傳統中國社會 — 兼論中國走向公民社會之路〉（61~125 頁）﹐在秦暉﹕《問
題與主義》中叫〈從大共同體本位到公民社會 — 傳統中國社會及其現代演進的再認識〉
（350~428 頁）。一篇桑巴特的書評﹐在秦暉﹕《問題與主義》叫〈起點平等與公平競
爭 — 從“桑巴特問題”看美國案例〉（191~219 頁）﹐在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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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是學術縱深源遠流長﹐還是無喱頭《大話西遊》﹐異想天開“兩
暴怪圈”一道緊箍咒﹐241 上嘴皮碰下嘴皮﹐唸唸有詞﹖
打破“兩暴怪圈”
ໂΠ͞ࢬ۞ᝋෳჺୀ่̙၆ऴ๕ཏវࣤ݇ᑅၴĎ˵ᚑࢦຫच՟ѣᝋ
๕۞̚มลᆸĞຽˠࣶď̂ొ̶Ћຽछඈğ۞ӀৈĄ҃Ďņໂνߏ
၆ໂΠ۞ᘂჳĄŇдଐ˭ڶĎໂν˧ณ˫˧ဦӀϡ̂ி၆ᝋෳྤώ
ཌྷ۞̙႕Ďໂ˧็ކаͨז፨ڌѐ۞ྮĒࢋՐࢦຣņ̼͛̂ࢭ
ŇĎ၁னņБࢬ߆ŇĎଂᄬ֏ᇷ˧ז၁ᅫ۞ᇷ˧Ďౌ୬ྏĄ

叫〈公平競爭與社會主義 —“桑巴特問題”引發的討論〉（193~222 頁）﹐在秦暉﹕《天
平集》叫〈價值替代還是物質替代﹖— 關於桑巴特~哈林頓之爭的斷想〉（86~93 頁）。
〈“農民”與“農業者〉分別重複收入秦暉﹕《思無涯﹐行有制》（52~57 頁）和秦暉﹕
《耕耘者云》（328~334 頁）。〈淮橘為枳﹐出局者迷 — 中國式的“新左派”理論及辨
析〉原載《21 世紀》1996 年 2 月號﹐分別重複收入秦暉﹕《問題與主義》（156~176 頁）
和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279~302 頁）。〈寓平等於自由之中 — 評李普塞特新
著《美國例外論》〉原載《中國書評》1998 年 2 月號﹐分別重複收入秦暉﹕《問題與主
義》（220~236 頁）和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223~240 頁）。一篇何清漣書評﹐
原載《讀書》1998 年 6 期﹐在秦暉﹕《問題與主義》叫〈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問〉（143~155
頁）﹐在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叫〈有了真問題﹐才有真學問 — 從何清漣著《現
代化的陷阱》說開去〉（320~329 頁）。一個農產品蛛網效應﹐原載《21 世紀》1994 年
6 月號﹐在秦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叫〈歷史與現實中農業市場的價格~供給反應 —
關於“農民理性”的經濟史考察〉（171~192 頁）﹐在秦暉﹕《耕耘者云》叫〈市場﹑
“後市場”與現代農業〉（296~311 頁）。〈拒絕“原始積累”〉分別重複收入秦暉﹕
《天平集》（45~50 頁）和金雁﹑秦暉﹕《經濟轉型與社會公正》（249~256 頁）﹐在秦
暉﹕《市場的昨天與今天》改名〈“原始積累”與轉型期政治經濟學〉（306~319 頁）﹐
等等﹐等等﹐……一篇文章重複收入三四本論文集﹐一段文字重複照抄八次十次。1990
年代﹐筆者的《產業重組時不我待》被朋友拿去添油加醋﹐改頭換面《戰略重組》﹐網
上看到有買書讀者抗議﹐至今悔恨不已。想開了﹐13 億人口想賺錢的出版社有的是。汪
暉﹑朱學勤剽竊案鬧的沸沸揚揚﹐自己剽竊自己沒人抱怨﹐著作等身何不快哉﹗
241
“儘管毛澤東把孫大聖當成了革命的試金石﹐但是﹐總的來說﹐這個用於隱喻的形象
還是能力有限的﹐革命者也會受到壓抑。……儘管他誠心表示要聽話﹐西行的路上他還
得戴著那金箍。作為一個典型的暴民﹐猴王最終被佛門師傅所降伏。這實際上暗示著﹐
在中國﹐菁英階層應該在思想意識上對具有潛在反叛意識的農民加以控制。”（Frederic
Wakeman﹕《講述中國歷史》下冊 881~8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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ߏ˘Пᐍ۞ᔌ๕Ą
˵ѣˠᄲĎ઼̚ˠೀ˼ѐಶᇹĄϒт˘ҜЋຽछٙᄲĎ઼̚።Ϋ
˯۞߹̼͛ߏņᇷ̼͛Ňē˘࣎ΨᇷӖĎ˘࣎ΨᇷϔĎ߹ӱఄĄ
ᇷӖ၆̂ிᑅၴ͉ᆖचĎֽࣧ۞ึϔಶј˞ᇷϔĎ೬ࡏ҃ĎΨઇņك
Ξ˵҃פŇĄᇷϔೠᝋ̙ޢঐк˳Ďҋ̎˵јࠎᇷӖĄߏٺĎಶԛј
˞ņᇷӖᑅ࢝~ᇷϔཌྷ~னາ۞ᇷӖŇ۞ೈᒖĄņχࣆ࠱ޓઇ࠱
ޓŇ۞።Ϋд઼̚ࢦኑ˞ೀ˼ѐĄ
д༊˭۞઼̚Ď˘࣎າ۞ۤົลᆸ — າ̚ඈลᆸϒдјܜ
ֽĄČČۤົૄᖂ۞ត̼Ďග˞ԧࣇ˘ԓ୕ĎֹԧࣇѣΞਕ֕
ņχࣆ࠱ޓઇ࠱ޓŇ۞َĄ
༊Ďԧࣇ˵̙ਕ۠ϫሄ៍ĎࣧЯߏனд۞઼̚̚ඈลᆸҋ֗ᔘѣ
۞̂ޝऴᕇē˘࣎ऴᕇĎߏӀৈҋᛇ̙ૉĎ՟ѣᄮᙊ̚זඈลᆸүࠎۤ
ົཏវ۞ॲώӀৈдٺԯགྷᑻۤົޘטઉБֽĄߏٺĎѣֱˠಶຐ֕
ଥशĎ࣎ҾгྋՙયᗟĄ࣎ҾྋՙયᗟटٽᏱ۞ᏱڱĎಶߏඕϹعءď
߆פඉᐹĎд১̂ܛᔦ̶ฺ̚˘ړᘵĄČČΩ˘࣎ऴᕇĎߏ̳ϔຍ
ᙊ۞ͻĄČČனдѣధкซˢ̚ඈลᆸ۞ˠĎԞଫ˞ҋ̎۞̳ϔయЇĎ
՟ѣᄮᙊזĎт̙ڍਕԯ઼छ۞វטຣрĎ࣎ˠϠ߿۞פԼචซ˘
Վ೩ߏԆБ՟ѣܲᅪ۞Ą
ӓະ⮓ēĲໂνໂΠౌПᐍĳ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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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黑體小標題﹔吳敬璉﹕〈極左極右都危險 — 現在的中國中等階層自身還有很大
的弱點﹕一是利益自覺不夠﹐二是公民意識缺乏〉﹐《中國改革》2010 年 11 期 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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