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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主義是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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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秦帝國》問世以來﹐褒揚與批評俱在。 
自 2001 年《大秦帝國》第一部問世﹐到 2008 年 4 月全套 11

卷出齊﹐至今已經十年。十年來﹐包括網絡批評在內﹐許多媒體

都曾經發佈過批評文章﹐包括近來集中出現的一些激情批評文

章。所有這些批評意見﹐都表明了一種趨勢﹕當下社會對中國文

明史基本問題的關注與審視﹐正在繼續深化﹐實在是一件好事。

這種深化的可能性之一﹐是走向理性地思考與評判﹐並由此漸漸

建立我們這個民族接近於真理性的文明價值評判體系。 

                                                        
1 本文是我為上海《文學報》（2010 年 9 月 28 日）寫的一篇文章﹐這裡再做些許

修改 — 作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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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樣一種趨勢﹐我深感欣慰。 
從基本面說﹐十年來的批評意見﹐集中於對作品歷史觀與作

者創作理念的批評。這些批評意見﹐主要集中於五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作者的歷史觀問題﹐核心是文明價值評判的尺度問題﹔ 
其二﹐《大秦帝國》頌揚專制主義﹐頌揚暴政﹔ 
其三﹐《大秦帝國》無限拔高秦始皇形象﹐歌頌暴君﹔ 
其四﹐《大秦帝國》反儒﹐貶儒﹐不尊聖賢﹔ 
其五﹐《大秦帝國》抬高商鞅變法的歷史地位﹐無限拔高商

鞅形象。 
這些﹐都是創作理念問題﹐也都是中國文明史的基本問題。

我曾經在多次的答記者問中﹐不同程度地作了回答。雖然基本觀

點都說到了﹐但卻不是系統性的。這裡﹐我願意做一次相對系統

地梳理﹐做一次完整地基礎性的回答。 
 

 
 

我的創作理念與批評群之間的岔道﹐是文明價值標尺的不同。 
自 1840 年以來﹐理清中國文明史的艱苦努力﹐已經歷經了 160

餘年。可是﹐立足高端文明視野的我們﹐依然對中國文明史的根

基所在莫衷一是。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在哪裡﹐中國文明流變的

關鍵轉折在哪裡﹐中國文明的基本優勢在哪裡﹐中國文明的內在

缺失在哪裡﹔凡此等等基本問題﹐我們面對世界民族之林﹐都呈

現出文明話語權的缺失。所以如此﹐根本點就是我們沒有社會共

識性的文明價值評判標尺。我們對幾乎每一個歷史事件與歷史人

物﹐都有著種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評價﹔我們沒有共同認可的文明

發展的歷史坐標﹐我們沒有共同認可的統一文明奠基時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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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共同認可的文明發展歷史階段﹔我們只有無窮無盡的問題人

物﹐我們只有無窮無盡的問題事件。在全世界創造了各自文明形

態的所有民族中﹐只有我們這個東方族群﹐對自己的文明根基保

持著如此混亂的爭執狀態。這種狀態﹐不是健康的多元爭鳴﹐而

是文明價值觀在基本方面的分裂失衡。 
沒有共同認可的文明價值標尺﹐任何民族都無法理清自己的

文明歷史。 
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所在﹐就是確立共同的文明價值評判

體系。 
我在創作中所堅持的﹐是歷史主義的文明價值標尺。 
什麼是歷史主義﹖就是以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為根基﹐以歷史

發展的實踐性為尺度﹐去審視中國文明歷史的遺產﹐去分辨其中

的良莠﹐去確立值得當代的我們繼承發揚的東西。這一文明價值

評判體系﹐其具體的展開方式是﹕依據特定時代的主流性社會需

求﹐依據當時的社會實踐結果﹐依據歷史元素在後續發展中所呈

現的文明輻射力﹐去綜合衡量該時代所有構成元素（事件﹑人物﹑

思想等）的文明價值﹐並確立它們的歷史地位。 
據此﹐一宗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一種歷史思想﹐融入

了當時的社會潮流﹐推動了當時的社會發展﹐給當時的國家與人

民帶來了利益﹐且在後世具有持續激發民族生命狀態的歷史輻射

力﹔這樣的歷史元素﹐就具有正面的文明價值﹐就具有重大的歷

史意義﹔其融入當時社會的程度愈深﹐對當時社會的推動作用愈

大﹐其歷史輻射力愈強﹐其文明史的地位就愈高。 
反之﹐一宗歷史事件﹐一個歷史人物﹐一種歷史思想﹐隔膜

或脫離於當時的社會潮流﹐沒有推動當時社會的發展﹐甚或直接

間接地帶來了社會破壞﹐帶來了歷史倒退﹐給當時的國家與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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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了程度不同的利益流失﹔這樣的歷史元素﹐就不具有正面的

文明價值﹐不具有正面的歷史意義。它們所留下的﹐是我們稱之

為歷史教訓的那種東西。 
這一文明價值評判體系﹐是基於歷史實踐原則而確立的。 
什麼是歷史實踐原則﹖就是依據已經被歷史發展證明了的社

會實踐結果﹐去檢驗任何一個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去評判他們

的文明價值﹐去確立他們的歷史地位。這裡﹐某種史書的既定評

判﹐某種泛化古今的絕對道德理念﹐某種舶來的絕對目標理念﹐

都不足以成為我們的文明價值標尺。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

史思想做出價值評判﹐我們的標尺只有一個 — 歷史實踐的檢驗

結果。任何一個當代人﹐只要他對歷史元素在進行價值評判﹐無

論他引用了多少名家的結論﹐都不足以抹去歷史實踐的檢驗結果。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關於這一命題﹐當代中國曾經

進行過一場最為廣泛的大討論。這一討論﹐曾經幫助我們廓清了

許多莫名煙霧﹐幫助我們中止了許多無端爭論﹐使我們能夠心無

旁騖地投身到變革與建設的新洪流中去。應當說﹐實踐是檢驗真

理的惟一標準﹐不獨是適用於當下社會的價值標尺﹐同樣也是適

用於歷史評判的文明價值標尺。以歷史實踐原則為根基﹐形成我

們民族的文明價值評判體系﹐是妥當而堅實的。如果脫離了歷史

實踐﹐或者忽視了歷史實踐﹐對歷史元素的文明價值評判﹐必然

陷進空泛的概念化的泥沼。 
歷史主義的價值評判體系﹐有它的認識論根基。 
這一認識論是﹕承認人類文明的生命根基是社會實踐﹔承認

人類的精神活動所產生的思想成果﹐並不具有絕對真理的意義﹔

承認人類文明歷史的發展是階段性的﹐而不是囫圇化的﹐不存在

具有永恒意義的文明價值標尺﹔承認國家活動的正義選擇﹐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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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代都是相對性的﹐不存在永遠具有正義性的絕對價值標準。

其中﹐最為關鍵的是兩個支柱﹕承認文明發展的階段性﹐承認歷

史發展的實踐性。承認文明發展的階段性﹐我們才能接近歷史的

真實﹐才能發掘民族文明在不同時期的合理內涵﹐歷史活動的創

造性才會展現出複雜宏闊的總體前進性﹔承認歷史發展的實踐

性﹐我們才能超越個體意識的評判﹐最大限度地接近特定歷史活

動的普遍本質﹐從最為廣闊的視角去審視文明歷史遺產的真實價

值。 
文明價值評判﹐是歷史研究在歷史哲學意義上的終端體現。

這種研究與評判﹐如果不承認文明發展的階段性﹐不承認歷史發

展的實踐性﹐其研究成果﹐其評判結論﹐則必將對現實社會失去

任何啟迪意義﹐只能墮入一種空泛的絕對化的學術囈語。因為﹐

面對絕對學術化的絕對精神標尺﹐任何時代的任何人群﹐包括我

們自己﹐都將無所適從﹐都將無法選擇自己的行動方式。 
 

 

歷史主義標尺的對立面﹐是絕對精神的價值標尺。 
這裡所說的絕對精神﹐並不是黑格爾哲學範疇中的宇宙主宰﹐

而是指一種將某種價值理念絕對化﹑終極化﹑神聖化的認識論。

這種絕對精神的價值標尺﹐就當下社會而論﹐通常的形式是兩種﹕

一種是絕對人道理念﹐一種是絕對目標理念。前者﹐主要表現為

以人道主義為永恒不變的絕對標準﹐去評判歷史人物與歷史事

件。後者﹐主要表現為以民主制度為永恒至上的絕對目標﹐去評

判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文明。他們好像上帝的代言人﹐總是教導我

們用超越歷史階段的天國標尺﹐去評判歷史﹐去對待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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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曾經涌現過許多自以為永恒的絕對精神標尺。 

譬如王道理念﹐譬如道德理念﹐譬如仁政理念﹐譬如人道主

義﹐譬如人權主義﹐譬如民主至上等等。就這些理念產生的根源

而言﹐就這些理念的合理內涵而言﹐它們本身都具有相對的真理

性﹐這是無疑的。如果將這些理念作為一種高遠的目標﹐從而使

人類在歷史活動中能夠自覺關照自己的缺失﹐這當然是有意義

的。但是﹐當這些理念被絕對化﹐被當做超越時空的絕對精神﹐

被當做超越歷史階段並脫離歷史實踐的絕對價值觀念﹐並以其作

為實際標準﹐作為惟一尺度﹐去衡量具有無比豐富性的人類社會

實踐的發展時﹐它們本身立地顯得非常蒼白。從本質上說﹐這是

將某種絕對精神作為惟一標準﹐去檢驗歷史的真理﹐去評判社會

的實踐。其結果﹐必然使社會發展的階段性﹐使人類歷史的實踐

性﹐使文明價值的相對性﹐使真理的相對性﹐盡皆蕩然無存。 
絕對精神的泡沫在恣意飛揚﹐泡沫下面卻是一片廢墟。 

譬如﹐歷史上的基本現象之一﹕某個時代某個國家的政府﹐

為了抗擊外敵侵略﹐領導人民奮起反擊﹐民族為之付出了鉅大的

犧牲﹔一個國家要發展國防﹐要修建大型國防工程﹐國家耗費了

很大的財力﹐工程也死傷了很多民眾。對於此類基本的歷史元素﹐

作為對其文明價值的評判﹐絕對人道理念者們會作出嚴厲地指

斥﹕這是不人道的﹐是人民的纍纍白骨成就了元首與將軍的勛章﹐

是無數的生命犧牲撐起了這些宏大工程﹔這樣的元首是殘暴的﹐

這樣的統帥是屠殺者﹗如果這樣的元首或統帥恰恰死於非常之

禍﹐則絕對人道理念者一定會寫下激情宣判 — 他們該死﹐他們

的死沒有價值﹗在如此指斥之下﹐絕對人道者們甚至會為歷史憑

空添彩 — 編一個故事﹐讓一個服徭役丈夫的女人哭倒長城﹐以

顯示絕對人道者的指斥是有根據的。故事流傳久了﹐似乎就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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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真正的歷史。 
可是﹐要放棄抵抗呢﹐要放棄戰備呢﹐要滅亡了國家﹑滅亡

了民族呢﹖果真如此﹐這些絕對人道者們會有更加強力的說辭﹐

去斥責那些元首與統帥﹐去斥責當時的政府﹐去彰顯自己的正義。

至於人類在國家時代選擇行動方式的價值評估的相對性﹐至於國

家正義的階段性﹐絕對人道者們是從來不予考慮的。填充他們頭

腦的﹐只有他們的絕對精神﹔為了證明這種絕對標尺的正確性﹐

他們大可以施展春秋筆法刪削史書﹐小可以玩弄幾個民間故事作

為培養基﹐使這些故事成長為歷史。至少﹐春秋戰國秦帝國以來

的近三千年﹐這種頗見滑稽的手法太多了。孟子為了證明“以至

仁伐至不仁”的輕鬆性﹐為了掩蓋歷史革命的殘酷性﹐大膽地刪

去了武王伐紂中的“血流漂杵”的記載﹐昂昂然宣佈﹕“以至仁

伐至不仁﹐何能血流漂杵﹗” 
這就是他們的大腦﹐只有鞋子的標尺﹐從來沒有長在自己身

上的腳。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民族歷史上的許許多多的愛國主義者﹐

許許多多抗禦外侮的英雄﹐都被這種空泛的絕對理念否定了。歷史

上的愛國主義者是偏狹的﹐歷史上的反侵略戰爭是沒有意義的。屈

原不再是愛國主義者了﹐岳飛也不再是民族英雄了。凡此等等﹐皆

見空泛理念的泡沫災難。以如此絕對精神為標尺﹐當今國家的變革

圖強﹐會在轉瞬之間變得毫無意義﹔包括我們這一代人在內的任何

一代人的發奮努力﹐也都會在轉瞬之間變得毫無意義。 
這﹐不是一種灰色的﹑幻滅的價值標尺嗎﹖ 
但是﹐它卻以高揚的泡沫﹐肆意吹撒度量著我們偉大的文明史。 
在這種虛幻的泡沫價值觀下﹐除了泡沫吹撒者們所尊奉的絕

對精神﹐除了歷史上的泡沫吹撒者同仁﹐所有的人類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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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類歷史實踐﹐都是沒有價值的。歷史實踐算什麼﹐只要某

一時代死過許多人﹐流過許多血﹐你這個時代就沒有價值。泡沫

吹撒者們的絕對精神邏輯﹐實際上就是這樣的。客觀地說﹐沒有

任何人贊成無端流血﹐贊成無端犧牲。我們要強調的是﹕當民族

存亡﹑國家危難之際﹐或社會發展的急難時刻﹐需要一個族群付

出一定犧牲時﹐這種犧牲就是壯烈而有價值的﹐就是有延續文明

生存的鉅大歷史意義的﹔無論是作為組織者的領袖﹐還是戰場與

工程犧牲的人民﹐都是有價值的﹐有歷史地位的﹔以同情人民犧

牲為絕對標尺﹐指斥當時的領袖與當時的英雄﹐這是一種很荒誕

的絕對精神標尺﹐也是一種玷污當時人民選擇正義性的不正當評

價﹔其對人民的同情﹐最終也只能陷於空泛的自我道德表白。 

假如﹐美國社會因為人民流血而否定了獨立戰爭﹐否定了華

盛頓﹐那一定是非常滑稽的一樁世界文明醜聞。可是﹐此類現象

發生在我們這個民族身上﹐我們竟絲毫不覺其醜。何謂“常入鮑

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寧非如此哉﹗ 
任何文明﹐都是歷史在階段發展中積累起來的文明。沒有永

恒的絕對價值﹐沒有永恒的歷史標尺。對於我們的文明歷史遺產﹐

要做出具有相對真理性的評判﹐就要以歷史主義為堅實根基﹐以

文明發展的階段性為相對標尺﹐以歷史實踐的相對真理性為依據﹐

去評判歷史元素的歷史價值。只有這樣﹐我們這個民族的文明價

值評判體系﹐才能在深重漫長的歷史煙霧中真正地建立起來。也

只有這樣﹐我們對自己的文明歷史﹐才能真正說得清楚。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期淹沒於某種絕對精神的煙霧裡不

能自拔﹐那是一種魔障﹐那是一種夢魘。這種絕對精神﹐為我們

樹立起了絕對價值的標尺﹐然後以消解歷史實踐真理性的方式﹐

消解我們的實踐探索勇氣﹔以否定最偉大文明遺產的方式﹐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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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時代的創造力﹔以漠視豐功偉績而崇尚一切生命的方式﹐弱

化我們民族為正義生存而敢於付出犧牲的強勢生存精神。凡此等

等彌漫開來﹐以至年深月久﹐最終﹐我們將在絕對精神的漫天泡

沫中﹐浸漬出彬彬有禮而華彩四溢的軟骨症﹔面對世界競爭﹐我

們只有團團作揖了。 
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反對文明價值評判中的絕對精神。 
我們民族的實踐精神猶存﹐我們必將破除這一夢魘魔障。 
 

 

秦帝國創建中央集權制﹐是發生在多元分治時代的革命性事

變。 
戰國時代﹐多元分治已經發展到空前嚴重的程度。也就是在

這樣的時刻﹐歷史開始出現了內在的轉折 — 華夏世界在兼併融

合中發展為七大板塊結構﹐這就是七大戰國的裂土分治。這一過

程表現出鮮明的歷史趨勢 — 強力融合﹐多極簡化﹐走向統一。

所以如此﹐根本性的原因是﹕歷經五百餘年諸侯分治的震蕩﹐多

元裂土的種種致命弊端﹐都已經徹底無遺地充分暴露出來﹔對多

元分治的危害﹐當時的華夏世界已經有了痛切透徹的感知﹐有了

深刻理性的思考。 
天下向一﹐因此而成為歷史的大潮。 
當此轉折﹐秦帝國實現了歷史大潮的指向目標﹐既統一了中

國的疆域﹐又統一了中國的文明。關於秦帝國的統一﹐歷來的提

法只是籠統地說秦統一中國﹔對秦統一中國文明﹐則沒有自覺的

歷史定位。我的文明價值理念﹐將秦的統一歸整為兩個基本方面﹕

一是秦統一了中國的疆域﹐二是秦統一了中國文明。疆域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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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硬件統一﹐同一時代的羅馬帝國也做到了。文明統一﹐是軟件

統一﹐同時代的羅馬帝國根本沒有意識。在這兩個統一中﹐秦統

一中國文明是根本。 
關於秦統一中國文明的價值判斷﹐軸心所在是秦帝國政權的

性質。 
激情批評者們認為﹕秦帝國政權是專制主義﹐是沒有文明價

值的﹐是必須否定的。《大秦帝國》非但肯定秦帝國的專制主義

政權﹐且過度抬高﹐這是對專制主義的頌揚。網絡批評的極端語

言是﹕《大秦帝國》為法西斯主義唱讚歌。 
明確地說﹐這種激情批評﹐我不能認同。 
專制主義理論﹐是一種舶來理論。以此解釋並評判中國的古

典政治文明史﹐導致了中國文明價值評判的極大混亂。客觀地說﹐

自從西方政治理論體系傳入中國﹐並構成中國近現代人文理論體

系的基礎框架之後﹐西方政治學說與中國歷史現實之間﹐就一直

存在著內在錯位的鉅大缺失。所謂內在錯位﹐其實際表現是這樣

一種現象﹕運用西方理論解釋中國的歷史發展﹐或分析中國的社

會現實﹐總是很難接近真相﹐更談不上揭示實質﹔無論是西方理

論家﹐還是中國的西方理念信奉者﹐他們對中國歷史的評判﹐對

中國現實的預測﹐基本上都是脫離實際的﹐都是不得要領的。西

方人對中國問題的“測不準”現象﹐自近代史以來﹐已經越來越

成為普遍事實﹔其直接原因﹐就是這種內在的錯位缺失。 
這裡的根本原因﹐則是更為深刻的文明整體評判的錯位。 

什麼是文明整體評判的錯位﹖就是西方學說對中國文明的整

體評判﹐是西方文明本位﹐而僅僅將中國文明看做一種具有局部

特殊性的文明現象。這就是最大的錯位。因為﹐中國文明是一種

獨立的文明形態﹐其民族生存方式﹐其社會生活方式﹐其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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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體系﹐其以文字為核心的所有的文化呈現形式等等基本方面﹐

都與西方文明有著另一元的整體特質﹔中國文明﹐絕不是基本面

同一於西方文明而只具有局部特殊性的東方文明。全面而客觀的

文明評判立場﹐應該是多元本位﹐將中國文明看做整體上的一種

獨立文明形態﹐以中國文明價值觀分析中國﹐而不是以西方文明

價值觀分析中國﹐才能真實地理解中國。果真如此﹐諸多四不像

式的研究結論﹐至少可以大大減少。 
由於這種文明評判的整體錯位﹐西方人針對中國歷史作出的分

析與評判﹐基本上牛頭不對馬嘴。西方政治學說被中國人硬生生搬

來作為研究理念﹐則其成果絕大多數都遠離真相﹐都似是而非。關

於前者的典型例子是﹐對於中國古典社會的政權性質﹐西方理論家

將大禹治水後開始的國家政權﹐一直到明清時代的國家政權﹐都一

律籠統地定性為“東方專制主義”。如此囫圇化﹑簡單化的論斷﹐

居然是西方理論家的東方學名著。關於後者的典型例子是﹐以“封

建社會”這個翻譯出來的範疇﹐去定性秦帝國之後的整個中國古典

社會﹐其與歷史真實的距離之大﹐令人哭笑莫名。 
激情批評者們將秦帝國創建的中央集權制﹐定性為專制主義﹐

也是上述囫圇評判的例證之一。他們所依據的西方政治學說的簡

單邏輯是﹕民主制之外的一切政權形式﹐都是專制主義﹔中國自

大禹治水建立夏政權﹐一直到明清政權﹐都是專制主義﹔秦帝國

的中央集權制﹐自然是鐵定的專制主義。 
果真如此﹐人類國家時代的政治文明的發展﹐也太臉譜化了。 
既然是依據西方政治學說﹐我們就先來看看西方人的權威說

法。在《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對專制主義的定義是﹕“一種

政治理論和實踐﹐指不受限制的中央集權和專制統治﹐特別是君

主政體。這種制度的本質是﹐統治權不受任何其他機構（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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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立法﹑宗教﹑經濟或選舉機構）的監督。法國的路易十四

對此作了最有名的解釋﹐他說‘朕即國家’。”之後﹐是對專制

主義在近代歐洲表現形式的分析﹐通篇沒有提到中國。依據這一

定義﹐一個政權是否專制主義﹐其本質界限﹐不在於它是君主制

還是共和制﹐也不在於它是中央集權制還是另外形式的專制統治﹐

而在於這個政權是否“不受任何其他機構的監督”。顯然﹐這一

定義非常清楚地揭示了專制主義的本質。 
根據這一定義﹐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似乎還有很大距離。 
其一﹐秦帝國創建的中央集權制﹐是一個有監督制約的權力

體系。 

權力監督之一﹐秦帝國有“凡事皆有法式”的體系化的秦法﹐

舉國上下有尊奉法制的傳統﹐執法之嚴明歷史罕見﹐始皇帝遠遠

不能隨心所欲地決定一切。依據上述定義﹐這是來自司法﹑立法

兩方面的監督。 
權力監督之二﹐秦帝國中央權力系統中有專門的監察機構 — 

御史大夫府。就地位說﹐它位列三公﹐幾乎與丞相同爵﹔就權力

說﹐它享有監督皇室﹑稽查大臣的實際政務監督權﹐並非虛設。

依據上述定義﹐這似乎還是列舉形式之外的一種國家權力監督。 
權力監督之三﹐公議制度的監督。秦帝國時代﹐朝臣公議是

一種議事制度。秦史大家馬非百先生的《秦始皇帝傳》中﹐專門

有“取消議事制度”一節。也就是說﹐秦帝國創制的前期﹐若干

重大創意的推行﹐秦始皇都下令群臣公議﹔創制後期﹐則因為議

論“以古非今”而助長分封制復辟思潮﹐所以下令取消。以絕對

精神的價值標尺說﹐無論以何種理由取消議事制度﹐都是專制主

義的。但是﹐依據當時的歷史實踐﹐為了維護新的政治文明﹐取

締“以古非今”的制度根基﹐不能說沒有任何合理性﹔更不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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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議事制度的取消﹐就判定中央權力失去了所有的監督。 
其二﹐秦帝國所創建的中央集權制﹐具有最為深厚的時代根基。 

任何制度的創立﹐其是否具有歷史合理性﹐根基是其在多大

程度上吸納了當時社會的利益需求﹐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特定政

治文明的內在需求。從社會利益的需求說﹐秦之中央集權制是在

五百餘年裂土分治的歷史背景下創建的。五百餘年的歷史實踐﹐

已經充分證明﹕同一文明根基的華夏世界的裂土分治﹐只能帶來

深重的社會災難﹔除了分治時代的既得利益集團﹐廣大的社會意

識對繼續保持分治狀態是深惡痛絕的﹐要求治權統一﹐是最為主

流的社會利益需求。 
從政治文明的內在需求說﹐華夏政治哲學具有深厚的“尚

一”理念。“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尚一理念的最經

典表述。也就是說﹐中國族群的社會實踐價值觀﹐從來都是崇尚

“事權歸一”的。民諺謂之﹐龍多主旱。由於生存環境的險惡﹐

華夏族群從遠古時代起﹐就有諸多族群結成一體﹐在統一號令下

協力生存的傳統。可以說﹐從黃帝炎帝時代最初創立族群最高聯

盟政權開始﹐“尚一”理念﹐就牢牢扎根於我們的文明基因了。

及至春秋戰國五百餘年分治﹐中國實際上進入了創造新的“尚

一”形式的歷史道路﹐也就是說﹐從聯邦諸侯制的舊的鬆散“尚

一”形式﹐跨越到中央集權制的新的緊密化的“尚一”形式。這

當然是政治文明的一次歷史性跨越。從根本上說﹐秦帝國統一中

國疆域﹐創建中央集權制﹐是完全符合華夏族群的政治文明價值

觀的﹐並不是憑空飛躍的。 
歷史的實踐已經證明﹕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有效地結束了

華夏世界範圍內的區域相互封鎖﹐有效地結束了分治時代的連綿

戰爭﹐使華夏世界獲得了統一治權條件下的空前廣闊的發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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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這種基於強大歷史需求而產生的政體﹐這種已經被歷史實踐

證明其強大功效與偉大貢獻的政權形式﹐不是簡單地將其冠名為

專制主義﹐便可以否定其文明史地位的。 
其三﹐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與後世的皇權制是兩回事。 

評判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文明﹐不能以後世的流變為根

基﹐不能囫圇化。秦帝國之後百餘年﹐漢武帝拋棄了華夏世界的

多元文化傳統﹐建立了一元特質的意識形態﹐中央集權制由此埋

下了蛻變的種子﹐漸漸走向了徹底板結。 
這個板結過程是﹕皇權日益覆蓋全部中央權力﹐並漸漸以皇

權制取代了秦帝國開創的中央集權制。其具體表現是﹕以丞相府

為首的中央政府系統的權力﹐日漸分解﹐日漸縮小﹔直至清代﹐

丞相直接淪落為皇帝上書房的“行走”﹔監察系統與言官系統的

權力﹐也迅速縮小﹐迅速虛化﹔皇帝直轄獨斷的權力﹐則日漸增

大﹔唐宋之後﹐皇帝權力已經接近於基本沒有限制﹐是為皇權制。

這種不斷沉淪的變化﹐是歷史的事實。這裡的要害是﹐皇權制與

秦帝國時代的中央集權制﹐不是一回事﹐不能歸結為一體作囫圇

化評判。 
從總體上說﹐秦帝國首創的中央集權制﹐是一種以皇帝為軸

心的整個中央權力系統行使最高治權的集權政體﹔西漢之後漸漸

流變成的皇權制﹐則是皇權系統幾乎完全取代中央行政系統的決

策權力﹐走向專制主義的趨勢明顯化。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判定﹐

中央集權制在創造階段就是專制主義。應當說﹐在遵奉法治的秦

帝國時代﹐其中央集權制是具有鉅大進步意義的政治文明創造。

這是歷史實踐的展現過程﹐不是任何理論評判所能改變的。 
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不需要以西方學說定性。 
中央集權制本身﹐就是一個定性秦帝國政權的最適當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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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發展已經表明﹕古今中外的政權形式﹐不僅僅是專制

與民主兩種形式﹐還存在著許多形式的第三形態甚或第四形態的

政權﹔它們既非民主制政權﹐也非專制主義政權﹔它們本身﹐就

是一種具有獨立政治文明形態的政權形式。如果一定要用民主與

專制這樣的絕對標尺﹐劃分紛繁複雜的政治文明實踐﹐我們必然

失之於簡單化囫圇化﹐無助於我們接近歷史與現實世界的真實性。 
真理跨越一步﹐就是謬誤。雖然﹐中央集權制與君主制﹐是

最可能產生專制主義的兩種政權形式。但是﹐畢竟不能等同。否

則﹐日本國有天皇制﹐英國有國王制﹐它們究竟是民主制政權﹐

還是專制主義政權﹖從本質上說﹐秦帝國的中央集權制﹐在當時

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實現了相對的制約平衡﹐無論從哪個時代的標

準說﹐它與專制主義政權都不是一回事。 
 

 

秦帝國暴政﹐秦始皇暴君﹐這兩句政治咒語﹐早已經失靈了。 
失靈的根本原因﹐是歷史實踐的真相已經不斷被發掘出來。 
秦帝國之後﹐秦政秦皇備受攻訐兩千餘年。這其中﹐也包括

了對秦政奠基者商鞅與商鞅變法的攻訐。秦始皇是暴君﹐秦帝國

是暴政﹔年深月久﹐終成咒語。鳥瞰兩千餘年對秦政秦皇的攻訐

史﹐其基本狀況是﹕攻訐言辭猛烈﹐事實舉證薄弱﹔唐代之後﹐

淪入基本不舉證而只管唸叨咒語的模式﹐咒語初步練成﹔宋明清

時代﹐秦皇與暴君等同﹐秦政與暴政等同﹐昇級為可以無條件引

用的歷史定式﹐咒語終於大成。期間﹐偶有肯定秦皇秦政之異聲﹐

會立即被咒語浪潮窒息淹沒。近代史以來救亡圖存﹐風雷激蕩﹐

正面肯定秦政秦皇者不斷發聲﹐不斷突破﹐咒語開始失靈﹐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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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的定式開始流產。 
及至當下﹐社會精神日趨多元﹐不再盲目追隨知識分子階層

起舞。社會歷史意識對秦政秦皇的評價﹐日漸趨於靜默﹐開始進

入了真正的思索狀態。與此同時﹐對中國文明史已經開始了相對

深入觀察的世界目光﹐也在越來越多的各種形式作品中﹐將秦始

皇作為中國古典文明的真實核心了﹔那種僅僅以儒家為坐標評判

中國文明史的外國人﹐已經越來越少了。雖然﹐古老的政治咒語

還遠遠沒有在中國遁跡。但是﹐咒語信奉者們的用語已經日漸枯

竭﹐理論已經日見蒼白﹐其攻訐水準已經遠遠落後於古代了。 
兩千多年來﹐對秦政秦皇的攻訐﹐以西漢時期為最高水準。 
雖然﹐西漢學者們列舉的基本事實﹐大都經不起歷史主義的

分析。但是﹐他們畢竟還自覺注意到了批評者的舉證責任。其後

任何時期的攻訐﹐都因為不承擔舉證責任﹐不得不淪入咒語境地。

頗有意思的是﹐兩千餘年來﹐除了秦末六國貴族的政治謊言﹐除

了董仲舒等人臆斷式的批秦之論﹐除了焚書坑儒等幾則兩千餘年

不斷翻炒的案例﹐對秦政秦皇的攻訐﹐竟然一直未能出現系統展

示歷史事實的真正有力的論證篇章。客觀地說﹐兩千餘年的批秦

作文﹐絕大部分論斷都是缺乏事實支持的。在他們的文章與言論

中﹐既沒有田野發掘重大事實的支持﹐也沒有史書明載的基本事

實的系統舉證。 
對於這個古老的問題﹐我願提供一個論證方向﹐以資批評者

考慮。 
什麼是暴政﹖當時的政治家們很清楚。商鞅的著名論斷是﹕

殺人不為暴﹐賞人不為仁者﹐國法明也。這就是說﹕依法處決罪

犯﹐不是暴政﹔無視法律﹐濫殺無辜臣民﹐才是暴政。法律之外

濫行賞賜﹐不是仁政﹔依法賞賜﹐才是仁政。這一論斷﹐無論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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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實踐看﹐還是從當代文明理念看﹐都是成立的﹐都是難以推

翻的。但是﹐以某種當代法學理念﹐這一論斷潛藏著一個隱隱的

縫隙 — 法有惡法﹑良法之分﹔所謂惡法﹐就是將國家統治方式

推向罪惡行為的法律﹔譬如希特勒的種族歧視法﹐導致了整個國

家機器的種族滅絕罪行﹐就是惡法。如此理念之下﹐若能系統研

究秦法﹐大量舉證秦法的惡法律條﹐從基本方面證明﹕秦法是惡

法﹐將秦帝國的統治方式與秦始皇本人的政治行為﹐推向了罪惡

實踐﹐出現了若干數量的大屠殺﹐導致了社會大倒退。倘能如此﹐

無疑是暴政成立的最根本證據了。在此條件下﹐再去搜尋秦始皇

的暴行﹐也許會容易一些。 
至少﹐這是治學的正當路徑﹐其力量遠遠大於概念化批評。 
 

 

儒家問題﹐是一個同樣古老的問題。 
任何涉及春秋戰國秦帝國的任何形式的作品﹐都不能繞開儒

家。在這個問題上﹐我的態度是嚴肅的﹑慎重的。除了《大秦帝國》

中的形象敘述﹐我寫過〈遭遇儒家〉﹑〈文化霸權和文明衰落〉兩

篇專門談儒家的文章﹐還在答媒體採訪中多次談及儒家問題。 
我的基本理念是﹕儒家是先秦諸子百家的一家﹐是保守主義

的學說體系﹔在春秋戰國崇尚思想多元化的健康文明環境下﹐儒

家在整個文明形態的制約平衡發展中﹐有過客觀的歷史作用﹔但

是﹐儒家的最大缺陷﹐是反對變革與創造﹐是主張中庸之道﹐所

以只是中國古典思想的一個特定側面﹐遠非主流﹐更不是代表﹔

因此﹐拋棄多元思想體系而獨尊儒家﹐是中國文明的悲劇﹔從當

代文明跨越的歷史需求看﹐應該清理並重建先秦時代的多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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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分析研究各家的優勢與缺陷﹐將所有的優勢思想綜合起來﹐

作為中國古典文明的優秀傳統﹔其中的儒家﹐只是中國古典思想

的構成部分之一﹔若將儒家作為中國古典思想體系的惟一代表﹐

覆蓋具有創造性的其他思想體系﹐甚或仍然主張獨尊儒家﹐我們

這個民族將再度陷入文明發展的悲劇。 
在儒家問題上﹐我所以遭到激情批評﹐在於中國當代仍然存

在這樣一個雖然已經日漸稀薄的文化氣場﹕儒家等於中國傳統文

明﹐儒家聖賢是完人﹐不能表現他們在生身時代的尷尬﹐更不能

展現他們落後於時代的一面﹔否則﹐就是醜化儒家﹐就是反儒貶

儒。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儒家忽然重新變得不能觸摸了。 

我們應該深刻思考一個基本問題﹕自西方列強的炮艦政策轟

開中國大門﹐中國文明陷入生滅存亡的鉅大劫難開始﹐中國社會

強烈地激蕩起反思中國文明的思潮 — 是什麼原因使我們這個民

族停滯不前﹐日漸淪落為窮弱之邦﹖在那個曾經的痛苦反思時代﹐

我們民族最強烈的檢討﹐第一個目標答案就是打倒孔家店。無論

這一答案如何失之於激烈偏狹﹐它畢竟是我們民族的第一次的基

於理論直覺的自訴﹔當時﹐所有的進步思想家幾乎都是批儒批孔

的﹔魯迅的《狂人日記》對封建禮教的形象批判﹐更是曾經長期

成為我們的思想經典。 
這樣一種失之偏狹的反思成果﹐一直延續了百餘年﹐一直延

續到“文化革命”﹐始終都以某種形式的真理形態為社會主流所

公認。可是﹐改革開放的新時代開始﹐這一真理性的關於中國文

明史最基本問題的主流評判﹐倏忽之間便失足墜入了萬丈深淵﹔

主宰中國兩千餘年的儒家理念﹐忽然之間又變身成為中國文明的

代表﹔愈演愈烈﹐以致於孔子像已經站到了天安門廣場的邊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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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宣傳中國文明的文化機構也叫做孔子學院了…… 

為什麼會發生如此鉅大的歷史反復﹖ 
自“五‧四”以來的關於中國文明史的基本評判﹐即或有其

偏激一面﹐難道全部都變成了謬誤了嗎﹖客觀地說﹐文革時期的

簡單化政治化的歷史評判﹐確實是不可取的。但是﹐自“五‧四”

以來的絕大部分進步的思想家﹑歷史家﹑學問家﹐他們曾經的否

定儒家的思想﹐都是完全錯誤的嗎﹖ 
對於這一切﹐我們都保持著嚴重地失語狀態。 
我們撿拾起了曾經被當做“三座大山”之一的兩千年舊說。 

我們拋棄了曾經以真理形態存在的“五‧四”新說。但是﹐我們

卻沒有任何解釋。面對自己的文明史﹐我們混亂﹐我們失語﹐我

們裝聾作啞。我們這個民族﹐何以淪落到如此狀態﹖我們究竟怎

麼了﹖往前走﹐我們究竟要做什麼﹖ 
歷史的邏輯是﹕不對歷史負責者﹐歷史也不會對他負責。 
…… 

戰國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大師。這位夫子很雄辯﹐但論

戰作風卻很差。他以很刻毒的語言﹐幾乎罵遍了當時的主要學派。

在春秋戰國各個學派的所有大師中﹐沒有一人如此失態。動輒誅

心﹐攻人而不對事﹐也是儒家曾經的重大缺陷之一。孔子誅殺少

正卯的判詞﹐首句就是“心逆而險”﹐根本沒有事實舉證。論戰

之道﹐當時的“稷下之風”是優良傳統﹔所謂百家爭鳴﹐正是稷

下學宮的歷史盛況。 
這些﹐都是歷史的事實。《大秦帝國》展現了這一類場景﹐

也讓張儀“反罵”了孟子一場。但是﹐張儀駁斥孟子的言論中﹐

沒有一句類似於孟子罵縱橫家那樣的狠毒粗口。於是﹐《大秦帝

國》就被戴上了醜化孟子﹑貶低儒家﹑反儒等等的帽子。激情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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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者們的基本理由是﹕孟子有浩然之氣﹐如此一個大師﹐絕不會

那樣表現。沒有一個批評者提到﹐孟子愛罵人是實﹐儒家要好好

反思﹐認真改改這一風氣。 
歷史地看﹐思想獨尊﹐從來都是宗教世界才有的法則﹐其實

質就是思想專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奉行宗教式的思想獨尊﹐

無異於全面扼殺這個民族的精神活動創造力。反思這種作為歷史

遺產的思想獨尊的危害﹐對於我們這個民族﹐具有深遠的歷史意

義。更重要的是﹐我們指出儒家的歷史缺陷﹐不是刻意貶低儒家﹐

更不是主張從華夏古典思想體系中剔除儒家﹔而是要恢復儒家思

想的保守主義本質﹐將它從絕對神聖﹑不能評點的高臺上請下來﹐

與所有健康的積極的光明的向上的思想體系組合起來﹐共同構成

我們民族的良性文明遺產。 
我相信﹐儒家絕對神聖的時代﹐已經永遠地過去了。 

 

《大秦帝國》﹐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 
對《大秦帝國》的創作理念﹐無論是褒揚﹐還是批評﹐其本

身都必然會直接地深入到中國文明史的價值評判討論之中。思想﹐

總是在相互碰撞中一步步接近真理性的。自 1840 年以來﹐對中國

古典文明的新價值評判思潮﹐已經以種種形式彌漫了 160 餘年。

這風雷激蕩的 160 餘年﹐我們打破了不知多少藩籬﹐卻仍然沒有

獲得普遍性的文明價值共識。但是﹐只要我們努力﹐只要我們認

真﹐我們必然會繼續接近真理的境界。 
歷史的煙霧﹐不會永遠地遮蔽一個智慧勇敢的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