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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是一个思想争鸣的伟大时代。参与

者都是些著名人物: 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

安石、苏询、苏轼、张载、程氏兄弟等。为什么在历

史的这一时刻, 仅仅两代人的时间内就涌现出了

这么多分歧的观点, 以及这么多人争相在意识形

态上阐明存在着一个国家和社会呢? 我以为,原

因在于此时的局势已经比较明显, 世界已不再同

于先前了,即使学人仍不能肯定他们应当做什么,

他们起码也意识到以前汉唐关于事情应该怎样的

想法已经适用了。

问题在于, 是什么造成 11世纪如此不同。我

想可以这样来回答: 假设我们问一位 1050年左右

的政治精英 士!, 他是怎样鉴别他所处的那个世

界的变化呢? 对此我们还能够加上我们作为后来

人才可能了解的关于当时趋势的知识。

首先, 他会认为, 一百年以前建立的宋朝

(更确切地说是 大宋国! )是个成功。宋朝建于

公元 960年的华北平原上的开封城, 是一位将

军和他的兄弟从后周幼主手中篡位而创立的。

开始时, 宋朝仅仅排列在北方平原上自 907 年

至 960年间相继建立的五个短命王朝之后。宋

朝建立者防止内部篡权, 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到

978 年他们进而降服了南方那些在唐帝国

( 618 907)瓦解之后出现的众独立国家。随着

内部争夺的结束及统一帝国的形成, 创建者的

注重点转向国家的建设: 边疆划界, 控制独立的

军事藩镇, 选任文职官员, 整顿税收法, 制订军

需供应章程,重新建立法律制度。

到 1050年,宋朝在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明显

的成功。这一代读书人不再将自己与已经称作

 五代!的时期相比了, 他们的目标是过去的唐朝

( 618 907) 和汉朝 (公元前 202 公元 220) 两

大帝国,这是历史上唯有的两个时期由中央官僚

集权国家较长时期地统治了南北方的广大领土。

汉朝距离宋朝已属遥远, 而唐朝还不是。这位

 士!能够阅读唐代伟大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

述。唐朝的律例及制度史也还能够看到。在

1057年,一部新文体的唐朝正史∀新唐书#由欧阳

修、宋祁纂修完毕。这是一项大工程, 全书 225

卷,记志表传都包括。有概述政治事件的编年以

及有关国家事务所有主要方面的记载与论述, 在

诸如朝廷礼仪、税收制度、军事、历算、国家藏书等



主要国家活动的领域都有专文评述, 并设表列有

朝廷三省六部大臣以及地方府郡长官。还有传

150多篇,囊括之人各类各样:如皇亲国戚; 分享

权力的文官武将;不掌权但因政治上坚定正直、忠

心不渝、人格高尚或者治理出色而享有盛名者;因

奸诈残酷而臭名昭著者; 甚至因其修身自洁, 拒绝

仕奉朝廷而出名者; 那些熟读经典及其注疏、编辑

大量文集、纂修历史、规定礼仪的儒士; 文学家和

诗人;贞妇烈女;宦官;最后,还有与唐朝友好交往

或者有敌对关系的很多外族首领。

但是,如果这位 士!更仔细地审视唐朝历史,

就会发现,唐朝并不像是持续三百年之久所表示

出的那般辉煌。870和 880年代发生的叛乱是毁

灭性的,京城惨遭洗劫,整个地区都受到抢掠。军

事藩镇脱离了唐朝对地方的控制, 不向中央纳税

而自定接替人。他一定听说过 755 年安禄山叛

乱,当时安禄山从他驻守的东北边境横扫下来,占

据位于西北的京师长安, 迫使皇帝逃离。这发生

在盛唐之时,此后唐朝就再也没能完全恢复过来。

他可能得出结论, 唐朝从 750年代中叶开始走下

坡路;他也可能强调,唐代朝廷在重建集权方面的

相对成功。具有后见之明的我们是将安禄山叛乱

看作唐朝转折的一个标志,唐朝开始放弃曾经力

图维持的集权力、财富、文化、身份为一体的等级

制,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随着问题的发生而依序

展现。一位有志之 士!一定熟悉一些最伟大的文

学家和哲学家的作品, 因而也一定会知道这些作

者经历了叛乱年代或者出生在那以后不久;而其

中最优秀者并不是在寻求怎样重新恢复过去, 而

是在探索世界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因此,安禄山

叛乱也标志着学界中出现分道扬镳, 是向往帝国

的辉煌,还是寻求别的什么东西。

下面比较那位 士!所处的 1050年代与安禄

山叛乱爆发前夕约 750年代的变化。

一、对外关系

他可能知道宋朝不再向西派遣大军维持其在

丝绸之路的霸权,也不期望指使与压迫北方和西

方那许多部落、联盟和国家。这不是因为宋朝虚

弱,而是部落民族学会了如何变得强大。宋朝军

队规模很大(虽然骑兵很弱) ,有卓越的技术(包括

使用炸弹和火箭中的黑色火药) ,有能力保证战略

工事群都得以装备。但是北方的契丹从唐朝那里

学会了怎样塑造国家, 在宋朝看来是皇权帝国, 在

中亚民族看来则是他们传统的汗国。契丹人的辽

朝于 907年宣告建立, 地处东北,在宋朝与朝鲜半

岛的高丽( Koryô, 918 1392)之间。在今北京一

带,辽朝曾经击败企图占领先前唐朝十六府的宋

军。在辽军占领宋京师之后, 1004年澶渊之盟结

束了敌对状态,但起初宋朝的代价是每年要向辽

朝交纳 20万匹丝绸和 10万盎司白银。在西北,

沿黄河河套及以西地区的党项也在学。一旦部

落民族接受宋和辽的霸权制度, 他们的王和汗

立即于 1038年自称大夏王朝(史称西夏) , 此前

一年他们公布了自己独特的文字。大夏沿丝绸

之路继续向西北发展, 成功地保卫自己并抵抗

了宋的攻击; 1044年宋朝同意每年给予大夏丝

绸白银, 数目约为给予辽朝数目之半。在更南

方也有了一个重大变化, 在今越南地方独立出

一个国家号称大越。西南地区(今云南)仍旧保

留有一个原来的独立王国, 虽然其名称在唐代

为南诏, 现改大理。

我们那位 士!对这一切作何感想? 他可能同

意一些与他同时代的主要政治家的看法, 指出古

人关于蛮夷前来向文明帝国朝贡的想法, 已经不

再能用来描述宋代的现实了。∃ 他也许站在那些

视和议及赔偿为羞辱的人一边,要求采取更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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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外政策;也许与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一致, 相信

长期和平的可能性; 也许还赞同第三种意见, 认为

和平依靠的是时刻警惕袭击, 但也反对宋朝采取

攻势。他大概知道, 在 1030年代末,当党项创立

了自己的国家大夏的时候,一些年轻一些的儒士

曾自愿上前线帮助保卫宋朝。对于别国的纳款是

否繁重,可能还是要看参照系。作为宋朝政府的

一项费用, 这不算少;但是总体来讲, 这一定也增

加了宋朝商品在边境的贸易与税收, 促进了区域

经济。

在北方民族当中, 国家建设的周期还将继续

几个世纪。 中央国家!的领土比以前更加富有,

但是其北方邻国比以前任何时期都组织得更好,

由于组织如此之佳以至更远的部落也开始学习效

仿。以前附属于辽朝的女真部落于 1115年宣告

建立金朝( 1115 1234)并开始攻打辽朝。宋朝在

建立之初那些年未能夺回北京一带的 16府, 以为

时机已到,也转而以辽为敌。但是金朝获胜之后

又来攻击宋朝。结果, 当朝皇帝以及他的已经退

位的父亲均被捉拿并遣送到北方。宋朝在南方重

建,但华北平原由金朝占据,直到 1234 年蒙古完

成了对金朝的征服, 然后又于 1270年代开始进攻

宋朝。在下一个世纪, 蒙古人统治了中国全部及

欧亚大陆其余地区的大部;之后在北方仍然以敌

对姿态出现。女真人 17世纪初再起,重新命名为

满洲,并在 1680年代夺取了对以前明朝整个领土

全部的和直接的统治。虽然明朝领土成为最丰硕

的战利品,满洲人仍继续扩张达一个世纪之久,其

掌有的领土又增加一倍。满洲帝国的大部被宣布

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换言之,在过去

的 1 000 年当中有 500年的时间,统治全中国或

华北平原大部的是来自 中心国家! 国土以外或

者是来自南方的统治者。对于 11世纪的 士!来

说,这一定不可想象, 但他们一定也已经知道,

1050年代宋朝的对外关系与唐朝 750 年代的对

外关系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异。∃

对国与国之间的现实是否应该妥协, 是思想

意识形态方面所遇到的难题。在 新政!之下的北

宋朝廷最终决定对此不接受, 而试图在边疆恢复

更加强硬的对外政策, 结果惨痛地丧失了北方。

对于那些反对这一政策的人来说,问题是采取什

么理性的态度。是应当本土主义的和防卫式的,

例如以唯有宋人是道德的这样的设想为基础, 还

是应当论证道德可以跨越文化界限,是普世通用

的。失去北方以后,新儒家们最终选择了后者, 开

始一段时间还有拒绝偏安的想法。尽管新儒家们

在阐述特定的文献(如四书)、特定的思想(如道统

之传以及人心道心之分) , 尽管他们捍卫自己所

仕奉的国家的利益,但他们也宣称,其道德观放之

四海皆通用,女真人和蒙古人也都能够并且理应

被感化。

二、北方与南方

当那位 士!将注意力转向南方时,他会看到

另一种差异, 不是在疆域方面, 而是领土上的人

口。此前的千年当中最重要的人口变化是南方人

口的增长。752 年所有登记的户籍当中, 居住在

南方及四川盆地的略低于半数( 407 万) , 其余的

( 486万)都在华北平原(淮河以北的大片平原, 一

直延伸到北面和西面的山脉)、西北地区(唐朝首

都所在的黄河河套以西以北的河谷地带)以及周

边地区。到 1085 年, 北方在籍户数上升 16%

( 566万) , 而南方及四川的人口翻了一番(在籍户

数 1 094 万) , 总人口接近一亿。%

人口的这一变化随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

面都产生了影响。 南方!与南北之分的概念很古

就有了。唐朝之前的 南朝!和 北朝!分界之时,

 南方!是以单一的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 但到了

1050年情况不再如此。在唐与宋之间那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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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变化尤为显著。当时在北方是五个相继的朝

代,而南方却是十个 王国!,这实际将南方同时分

割为切实可行的政体。换言之,  南方!已经从东

南的一个地区发展成五个自成体系的区域:沿海

的浙江、福建、广东, 以及内陆的江西和湖南。可

以说,南方多中心的地貌在制度、经济和地理上都

体现出来,从根本上与北方形成了对比,在西北河

谷之外, 大群的人都居住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

在宋代,南方的浙江、江西和福建这三个地区尤为

重要。在 15世纪,广东地区变得重要起来; 在 17

世纪,长江中游也成为发展的一个中心。南方山

河系统的地理环境与辽阔的华北平原极不相同,

这确保南方一旦人口增加,多中心会继续下去,连

中国的方言地图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

南方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 首先,

这意味着南方拥有更多的财富, 富家豪户在南方

的比例越来越大。儒士们了解这一点, 开始注意

如何保证在官僚机构中有不同地区的代表。明朝

维持着南北二京, 二者都要供应。∃ 到 1070 年

代,来自南方的官员还是开始在决策部门起了支

配作用, 并在此后继续这种状况。
[ 1] 365 442

南北官

员(以及南方不同地区的官员之间)的紧张对峙变

为各宗派形成的轴心。到 1050年代,南方人已经

开始在文人阶层占居优势,不出一百年,南方人又

会支配学术界, 而且会继续下去。

对于什么应当优先考虑, 南方人与北方人向

来看法不同。对北方来说, 国防至关重要。北方

边界是军事地带, 把华北平原和西北地区的人力

和财力的盈余消耗殆尽。那个边界距离南方人甚

是遥远。南方最重要的国界是海岸线, 而且沿海

大城市从已扩大的海外贸易网中可以赚取钱财。

随着村民们沿河而上移居河谷, 他们也能从内地

边界牟利。换言之, 对南方来说, 经济发展比北疆

边防更为重要。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我们就不会

惊奇,最重要的南方宰相王安石采取的政策是要

促进经济发展,而带头反对他的北方宰相司马光

则坚持经济规模决定于人口规模。[ 2 ] 128 192南方还

确信,经济规模的发展能够得助于技术改进(这对

北方也有利)以及作物的改良, 例如,引进了一系

列新稻种,使得作物在南方可以一年二作,同时在

水利工程方面也作了更多的投资。% 在唐代, 所

有水利工程南北方均分; 北宋时期, 全部工程的

75%在南方, 总数比唐增加一倍;南宋时期, 南方

工程再次翻了一番。
[ 3] 269

运输费用的差异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唐

朝有一驿道网络,自位于西北的京师长安向外辐

射,将帝国各部相连;同时又有大运河将黄河与东

南地区接通。边境地区的首要供应都需经陆路运

输。但在山脉丘陵地带的南方,陆路交通必然更

加昂贵,而那里的水道系统则提供了又一解决的

途径。北方不是没有河流和运河,南方也并非没

有陆路,问题在于比重的差异。这的确很有关系,

因为沿水道顺流而下时的运输费用仅为陆路运输

的五分之一。
[ 4] 29 58

如果我们把水道系统想象成

一个经济的网络, 在这个网络中,顺流而下有大量

的居民点作为市场, 供应较小数量的逆流而上的

居民点,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南方的物价低且利润

大( 14世纪晚期, 政府在南方的税率可达一般税

率之两倍)。南方在国防上的负担较轻,并通过贸

易赚了更多的钱, 因此南方更富。这还有另一层

意义。为了确保安全, 政府需要在北方尽可能多

地控制土地及劳力,以保证军需; 在南方,便利经

商是达到普遍的康乐安宁的最好途径。有人可能

会说,这意味着北方倾向于依附型生产,是国家在

对货品的生产和流通起主导作用;而南方则倾向

于小资本主义方式生产, 是众多的小商人使得商

业经济保持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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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下游盆地作为南方之一部分,尤其是在

朝着中国的经济中心这个方向发展。它的城市在

成长,较好的水力管理技术使人口有可能在潮湿

的低地居住,税额相对来说较低。70年之后的形

势进一步促成和提升了南方的相对重要性,那时

华北平原接连被女真人、地方军阀以及蒙古人占

据,宋朝首都南迁杭州。∃ 在征服过程及其后的

占领时期, 北方受害甚为严重;以至到 1391年明

朝登记的人口数字减少了约 25% ,其中大部分的

损失在华北、西北和四川。

从思想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来说,南方地位的

上升在三个方面显露出出来。其中两个是有关经

济的变化及作为国家精英的 士!的性质的变化,

这些都是南方重要性提高的一部分, 下面将会讨

论。第三个方面是, 行政机构的规模并没有随着

人口的增长成比例地扩大。例如, 宋朝征税的县

与唐朝差不多(约 1 200 个) ,管理的人口约为唐

朝的两倍。实际上, 这意味着政府维持控制地方

社会的程度达到 750年唐朝的水平。从思想意识

的选择来讲,关系到社会康乐安宁的一个可能性

就是要求急剧增大政府机构, 以保证政府有能力

在社会上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在北宋晚期实行的

 新政!就做了这一点。另一个可能性是认识到政

府的作用在减小, 设法使政府在最小的机构设置

情况下来影响社会, 以及在官僚机构之外如何进

一步为百姓谋利益。新儒学从一开始就反对 新
政!提倡的集权及政府活动的扩大,他们要提倡的

是更多的地方控制、道德的领导地位、能够将地方

上的文人儒士组织起来的书院那样的地方自愿的

机构以及乡约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 13世

纪末南北方统一以后, 新儒学在南方比在北方争

取到了更多的信奉者。

三、商业与城市化

在 750年, 城镇和商业的中心,也就是行政的

中心,政府对商业活动实行监督和限制。在 1050

年,城市化与商业化已经脱离国家行政系统而独

立地发展起来。这个变化可以用宋朝第一个首都

开封与唐朝首都长安之间的差异来说明。长安是

一个巨大的方形帝国京师, 其依据建筑师的设计

而修建,战略上位于将中亚与华北平原连通的河

西走廊上的山关之中的河谷地区,有驻防军士的

保卫,不过它是靠税收保证供给的。长安是真正

的城市,朝廷是当时文明的缩影。凡是最好的, 它

都拥有。国内的奇珍异品由各府郡送来, 商人与

进贡使团又将奢侈品从中亚经陆路,或者从东南

亚和南亚经海运带到, 在长安的两个大市场区出

售。高官将豪宅和花园安置在长安时髦的行政

区,不过也有很多人更喜欢地处东边的次都洛阳

那更怡神的环境。他们的财富不以白银和钱币的

形式储存,而更多投在土地和丝绸上。他们的土

地资产来自对其从政的赏赐,因为在 750年,国家

对于土地和劳力还有很大的控制权,所以有可能

这样来赏赐。

而宋朝的首都开封则完全是一个商业城市,

它不是按照事先规划的(尽管宋朝在开封四围筑

起大规模的方形城墙, 使之看去更像是属于帝国

一级的) ,位于黄河与来自南方的一条运河的连接

处。它的街道两旁全是商店。在 1050年,政府征

收商税,但对商业已经不再控制了。开封城及其

郊区人口共约百万, 自然在当时是最大最富的城

市,但它不是唯一的主要城市,也不是唯一的文化

城市。扬州、苏州、杭州等全在南方, 也都吸引了

商贾和官员。在唐代, 凡是重要的城镇几乎都是

府县治所,但是到了 1050年已经清楚地看出, 在

经济上,行政治所之外的北方或南方的商镇的重

要性,新的商业网已经把大小城市、商镇和村庄都

连接起来了。自宋代起, 城镇经济上的等级制与

行政上的等级制开始有所区别。%

税收系统也变化了。在 1050年,政府财政收

入根据土地来规定税额, 而不是根据每户的资产

来摊派劳役。换言之, 宋朝征收的是财产税,而唐

制在八世纪中叶以前是征人头税(理论上,政府保

证每个农民在其生产的年龄有一定数量的土地)。

这一变化是在安禄山叛乱之后不久开始的,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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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意识到了经济上的不均, 我们可以说,它还使

之合法。现在是由市场来完成对土地的重新分配

了。对此儒士们看法不一。有些认为贫富不均是

不可避免的,有些则认为政府应当努力缩小其间

的差距。在一些地区, 政府已经无力重新分配土

地,一些地区新的土地开垦却未登记,新税法就是

要从这样的地区征收更多税收的一条途径。这在

南方更有道理, 因为在南方,只有在政府避免干涉

土地保有期限的情况下,对稻田投资和兴修水利

的工程才有可能。政府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来自

榷盐、榷酒、榷茶,这也是八世纪末开始的,使政府

可以在其没有完全控制的领域储备一些税收。第

三部分来自商品的流通和出售。1050 年的 士!

可能已经知道, 在榷税制度和新的商税配额改变

之前夕的 1040年代有很短一段时间,中央政府财

政收入中几乎有半数(并非 15% 25% )都不是

来自土地税。

税收系统及其所依赖的贸易需要现金。在

740年, 年铸钱约 275 000 贯铜钱(按规定, 1 贯为

1 000 文, 实际的短缺有可能高达 20%)。在 1050

年,年铸钱约 150万贯。到 1080年代, 年铸钱已

达450万贯左右。
[ 5] 103

(有些学者以银作为财富储

存来计算,那么 750年前后, 每年相当于 36万贯

钱进入流通,到 1080年约有 900多万。就价值来

看,在 750年相当于 460万石大米,在 1080年相

当于 2 160 万石
[ 4]

)在 11世纪的民间贸易中, 已

经开始广泛使用 交子!等可以兑换的票证, 到

1020年代,政府已经在一个地区流通纸币。虽然

铸钱数量增长, 但仍有些地区遭现金不足之害。

在一个世纪之后的 1160年代,政府开始发行备有

雄厚后盾的纸币,并取得成功。长远来看,白银作

为储备比纸币更为重要, 但在宋代,硬币和纸币使

用比银多,
[ 6]
出现了纸币经济。

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确定各级政府总共汲取

了多少财富,但是根据 1050年中央政府记录的现

金收据,可知各税关、盐酒及其他一些商品的榷税

共计约 4 000 万贯。∃ 商业网究竟有多广泛呢?

1077年一份商业税额表(税关只根据配额, 而不

是对所有途经货物收税) 显示, 284 个府治中有

127个每年征税达 1万贯以上。这为我们提供了

如何排列市镇的资料。见表 1:有 33个以上的县治和商镇的配额超过其所

在府的府治, 22个县治和商镇配额超过一万贯。%

要说出 1050年实际居住在城市的人数,那就

困难多了,因为我们掌握的记录不区分城市人口

与农村人口(虽然宋朝税收制度对农村户籍与城

市户籍有不同的规定)。最可靠的有关县的资料

主要是南宋( 1126 1279)的市镇数据。首都杭州

甚至连南方最大的城市也称不上,虽然其人口增

长,从 1170年的 10万户增加到 1270 年的 19 万

户,人口从 55万增加到 100多万(以每户 5. 5 人

计算)。但是湖北的武昌(宋代鄂州)和四川的成

都各有 10万户,南京 17万户,福建港口泉州 5万

户。府的人口总数可使我们对当时增加之幅度有

一个印象:例如, 苏州 740年有近 8万户,仅略少

于 11世纪初,但到了 1080年即有 20万户, 1275年

有 33万户, 1369年已达47万 5千户。[ 8] 510, 346

最后两点谈谈对外贸易和金融经济。唐朝期

间,通往中亚的道路一直开放, 但到了宋代, 这一

贸易是由西夏控制的。& 以后在蒙古的保护下,

与中亚的贸易进一步扩大。从 750年至 1050年,

18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

&

参见高聪明:∀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295页; 郭正中:∀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
考略# ,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第 349 页, 其中引全汉升的数字为 4 500 万贯。

参见郭正中:∀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 年, 第 229 301 页; 斯波 信: ∀宋代 都市

化! 考  # , 第 1 19 页。

关于与中亚的茶马互市问题,参见 Paul T ax ing Smith. H eavens S tor ehous e: H or ses, B ur eaucrats, and the Destr uction

of the S ichuan Tea I ndustr y , 1074 1224 ,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 sian Studies, H arv ard University, 1991。



海外贸易急剧增加。航海罗盘的发明使船舶航行

不再依赖海岸上的路标,不过我不知道是否能够

衡量罗盘在这一时期的效果。但是我们知道, 11

世纪官方外贸和民间贸易非常繁荣, 仅广州就有

来自 40个国家和地区的船只。[ 9]福建泉州成为与

东南亚进行贸易的中心港口。有些人认为,最终

是对税收的需要毁坏了这个贸易, 但也有些人争

论,正是制度架构才极大地减少了贸易的费用,由

此创造出一个有益于海上贸易的诱发结构。∃

其次,关于唐宋转折期商业革命与金融经济。

这一时期是创造出了一个民生商品的全国性市

场, 还是基本上仍保持了各个区域分立的经济?

经济的增长,是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是由市场

促进的,还是如我们在北宋时期比较明显地看到

的那样,这是旨在维持国家经济力量的财经政策

所产生的结果? 我们是否一定要等到 16世纪才

能看到民间市场推动经济呢? % 在我看来, 那些

认为是政府的财经政策促进了经济的例证,大多

是在 1070年代至 1120年代这 50年期间,当时中

央的政策是鼓励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换言

之,这些资料反映了政府努力在经济中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但没有告诉我们民间市场的增长。在

南方的发展增加了农业产量, 但这是由于那里有

廉价的运输、海上贸易的利润,远离北方边界,以

及商品税收的限额, 是这些因素使人均财富的增

大得到了保证。

财富的等级制与政治的等级制分离这一事

实,给思想意识形态提出了一个问题。一种可能

性是 新政!所采取的:攻击私人经济力量的积聚,

坚持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 新政!实际是返回

到唐朝来寻求反映政治等级的财富等级制(尽管

 新政!在鼓励经济增长这点与唐朝不同)。对理

学家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接受私人财富增长这

一事实,而是在一个经济可以独立于政治而运行

的世界,以及道德的意义是什么。他们为私人财

富的独立辩护, 但也认为,德与利不等同,正如他

们认为德与权不等同那样。同时他们找到多种渠

道使得私人财富能用来支持他们的议程: 如支持

出版,建立庙宇和书院,为家谱建设投资等等。结

果,新儒学运动的生存没有依赖国家的支持(虽然

理学家们想要朝廷正式承认他们观点的正确)。

这意味着新儒学像佛教那样, 与政治等级制是分

开的,不过新儒学比佛教在更大的程度上宣称自

己在政治生活之上的意识形态的权威。

四、社会的变化

 士!这个词指的是立志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阶层, 到 1050年, 这个词已

经有 1 500 年的历史了。但是,  士!的意义却随

时间的流逝而变化。在 11世纪,  士!首先意味着

从政,通常开始任职于县郡衙门,若受到赏识或服

务多年,即可升官。对于那些有高官亲戚的人, 也

可以经 保举!得到官职, 虽然 保举!特权仅限于

有数的几个亲戚。如果一个人是首次想进入官界

而无高官亲戚,他就必须靠通过竞争越来越激烈

的科举考试。一些 11世纪中叶的学者知道,  士!

在唐代的意义很不一样。在唐朝政府的上层, 起

支配作用的是一些所谓的 国家贵族!。这是一些

在政府任职已经几百年的家族,与之联姻的家庭

亦门当户对, 他们被列入朝廷的 宦族! ( of ficial

clan)。他们也曾经是乡间大地主, 但是唐朝以朝

廷的职位和俸禄换取了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如

果幸运,他们可以在朝廷谋求发迹,免去出身不那

么显贵的文官通常要在地方任职的经历。在

1050年,一些儒士已经了解, 宋朝采用的新方式

不见得会对政府有利:在不增加官缺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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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受到鼓励, 考生数量剧增。简言之, 一个越

来越大的持不满情绪的 士!的群体被创造出

来了。

关于唐宋时期的社会精英及社会变化, 学术

界争论颇多。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这

关系到我们认为理学家们在对谁说话。∃ 一个颇

有影响的观点认为, 在唐朝,大家族的寡头政治支

配了政府,但是当唐朝被灭亡时,这个贵族阶层也

消失了。继承者是一个新的 统治阶级!,其成员

来自有田地的平民。他们通过竞争激烈的科举考

试进入政府,他们将自己塑造为 士大夫!,意为兼

官员与学者为一身的精英。但是,  士大夫!没有
贵族的血统;在唐代,贵族血统曾使得大臣的社会

地位相当于皇上。所以, 宋代官员臣属于统治者,

因为他们是统治者直接择选的(宋制,皇帝主持殿

试,这在唐代没有;宋代中举者立即授予官衔和官

职,这与唐朝也不同)。因此, 士大夫支持中央集

权的官僚制,支持人口更直接地束缚于统治者和

国家的政策。但是, 当这些政策证明有损于他们

自己在田地方面的经济利益时, 他们在是忠诚于

国家制度还是家庭经济的问题上很难决定。最终

他们往往服从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变得腐败和

自私,因而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为百姓利益服务

的政府;留给中国的是一个自私的上层和一个独

裁的统治者。从这点来看, 新儒学的兴起并没有

造成不同。%

说唐朝的 封建!贵族制让位于宋朝的 现代!

官僚制这个论断,很快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

质疑。有些人主张,唐朝国家对于土地和劳力进

行控制,事实上将农民变为奴隶;而官员们不论家

庭出身,代表着由他们组成的国家机器对人民进

行控制。当这一体制崩溃, 这些官员就是不从政

也有可能获取大量的家产, 而地主转变为封建统

治阶级。& 国家中央集权的加强对于那些有生产

控制权的人(即地主)有利, 因为他们需要国家来

对付佃户,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需要一种意识形

态对这一安排进行肯定。新儒学就提供了那样的

意识形态。[ 10] 1 13

最近又出现了关于社会变化的第三种看法,

可能比较合乎宋代儒士对于文化、家庭和从政的

看法。∋ 我们首先来分析在唐宋时期人们做出什

么样的社会区分,又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出这样的

区分的。最基本的社会区分是 士!与其他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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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期来看,做出这个区分的基础却并非一成不

变。在唐代, 显赫家族被称作 士族!。唐朝人认

为,一个人的道德和文化修养,与他的祖先有很大

关系。 士!不是指政府官员, 而是指可以从中挑

选官员的一批 优秀!的人(实际唐朝也任用了非

 士!出身的人)。因为血统很重要,所以朝廷对显

赫家族进行排列, 并对那些谋求官职的人要核对

家谱。由于豪族的象征意义, 政府中有这些豪族

有助于建立王朝的正统, 而这些家族之所以显赫,

是由于他们的祖先自遥远的过去就在政府高级部

门就职的政绩。

换言之,唐代的显赫家族是当时的社会上层,

他们集中在理想的政治权力等级制中担当官员,

社会身份的等级制也应与此相等, 我们无法把社

会上层与其就任的官职分开。唐朝发展了一套制

度,起码可以使得数量很少的人享有同样的官阶。

如果官员不能为其子孙保证官员的身份,其子孙

可以做 侍卫!( Guards) , 注册为 生!( Students) ;

很多可以进入政府部门做职业人员。这样身份的

人属于 流外官!, 但是他们有资格晋升官僚机构

上层的 九品!而成为 流内官!。在 730年代, 九

品官共有 18 000 人, 另有 14 万属于 流外!的其

他的官吏类别。此外还有 30万没有这种身份的

政府职员。在 749年,政府列出 398个家族, 其中

每个家族还有几个分支。∃ 在 14万有身份的人

当中,约有 6万列为 生!,而唐朝的科举程序选择

性极强,意味着一年仅有二三十个最有才华的考

生作为后备,以补朝廷那些要求精通经典并具文

才的官缺。而且, 通过考试仅仅是可能被任官职

的一个途径,并不保证一定能任命。

唐制的聪明之处在于, 它在吸取大量官员的

亲戚进入荣誉官阶的同时,也将那些有可能做官

的人数严格局限在一定数目内, 因此能够让豪族

放弃故土而终生为官。但是, 唐朝的高招却使得

家族依赖于政府,结果造成豪族的悲剧。当叛乱

者洗劫城市,唐朝失去对地方藩镇控制的时候,它

没有能力给这些家族的人提供位置与收入,血统

在地方上更不起作用。因为豪族身份的重要性,

是要有人在那里对维持它的人酬报;而当王朝灭

亡了,豪族只好随之消亡。

1050年有什么不同呢? 在 1050 年, 有文官

(而不是武官) 127 000 人(我们不清楚文职的实际

官缺数额,但知道像税关官员等属于武官等级, 品

位低于文官)。这些文官当中约有半数是通过科

举的正常渠道被任命, 此外因屡试未中之后通过

受一定照顾的考试而列为 特奏名!的人约为

30%,另有数量不定的人(可能 30% 以上)为荫

第,因其父祖的官职而被赐官。也就是说, 到

1050年,科举考试已经成为进入官僚机构的最主

要的渠道,是那些要取得高官的人的必由之路。

这导致了一场关于 士!是什么人的论争。有

些人主张,科举旨在从 士!中选 仕!,  士!事实上

是那些世代为仕宦的有教养的家庭。换言之, 他

们把 士!看作是世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并

不是宣称有伟大的氏族祖先, 其含义是管理国家

的人的家庭应当有正确的价值观、很好的教育及

从政的传统。那些经商致富或没有从政传统的家

庭不在此列。但另有些人争辩,既然科举考的是

其教育与才干,任何人若有 士!的教育,则应当视

为 士!。换言之, 教育成就人才,使之符合从政的

标准。这对于南方那样的地区尤为重要, 因为那

里的家庭极少有从政的历史。

在 1050年,这场论争尚无定论。有些人仍旧

主张,  士!就是意味着出身于世代以官为职的家

庭那个阶层。北方的大保守派司马光, 他的家族

自宋朝建立起就任朝官, 他主张对参加科举考试

的资格做出限制: 官至朝官以上才有权荐举考生,

每官依其官爵可岁举一至三人不等,  每遇三年开

贡举, 委贡院截自诏下之日, 勘会选择举主最多

者,从上取之!。% 若照此议实行, 平民书生便只

能望洋兴叹,望尘莫及。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 在

朝官员从制度上发展了各种手段,使其子孙在激

烈的科举竞争中受到优待, 在 13世纪的官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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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他们的人数可能超过那些通过正规科举考

试而从政的人数。
[ 11] 113

这样的态度和制度似乎会

导致一个新的国家贵族的诞生。但客观情况并非

如此,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的答案是科举考试使得家庭很难确保其

子孙的位置,到 1050年, 乡试、会试、殿试均匿名,

使考官很难确定他们所判考卷的考生究竟是谁。

此外,自 1040 年代起,屡次有人要求官方在府郡

设学校培养学生参加考试,虽然事实上不存在这

类学校,参考的人数还是在稳步上升。竞争的强

度在增加,有望做官的后备军也在扩大。但是,以

前唐代旧制中九品之外的多种流外官都不见了。

例如, 仅做书吏, 不再有入流成为九品官的资格

了,虽然朝廷偶尔也提出任用额外的读书人来当

书吏, 但很少人将此看作是  士! 之外的荣

耀。[ 12] 317 344仅为 生!同样没有地位,除非他在京

师国子太学有一个位置,到 1050 年, 这已不限于

官家子弟了。简言之, 政府已经不能再给予士族

家庭成员提供荣誉的官职,最终国家给那些在地

方上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的家庭免除了徭役,这使

得更多的家庭送子弟去赶考。∃

这样,  士!的家庭就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他

们既不能指望政府优待他们而将其他人拒绝在科

举之外,也不能指望政府给他们的子孙荫庇, 那他

们怎么帮助子孙得到 士!的身份呢? 家庭希望子

孙什么呢? 12 世纪南宋文人陆游曾提出这样的

问题。 若推上世之心,爱其子孙, 欲使之衣食给

足, 婚嫁以时, 欲使之为士而不欲使之流为工商,

降为皂隶,去为佛老之徒则一也。! [ 13] 21, 124如果他

们不是官员世家,他们又怎么能成为 士!的家庭

呢? 南方至迟在 12 世纪中叶才对这一问题有一

解答。

这个解答是在地方上的读书人家庭的群体进

行自我形象的塑造过程中形成的, 包括新的社会

实践以及重新定义 士!的概念。唐代目睹了豪族

由地方豪强转变为官僚贵族家庭; 最终宋朝的转

变又是重新创造出一批地方精英, 却有着很不相

同的特征。这是通过社会朝两个方向的变化发

生的。

社会变化的第一个方向,是地方上的富裕家

庭上升为 士!的身份。从而可以不考虑家庭成员

做官与否,而以是否通过科举考试证明其受教育

程度为基础来给 士! 重新定义。县学、府学的数
目增加。在 12世纪,政府开始给那些在学校注册

的家庭免除一定的赋税。地方上,长期有钱有势

的家庭也开始了教育投资; 他们开始转变为 士!。

这样做对他们有好处。我仅复述 12 世纪浙江东

阳县郭家的一个故事, 是他们的朋友讲的。郭家

祖父积攒了一大笔钱, 雇用了几千人为他耕地, 远

近数区都知道郭家的势力。但是势力、财富、精明

都不能防止邻家的嫉妒, 所以, 当他们违法的时

候,连绅士家庭也会向他们勒索。那位作者解释

道,科举关系甚大,原因有两个。从地方豪族的角

度来看,进入 士!这一阶层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的利益;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这使豪族为了获

得地方上 士!的身份的承认, 必须对自己的行为

有所约束。郭家人最后想通了。儿子将希望放在

孙子的教育上,其中一个孙子又与他那个时代最

主要的 士!结交。[ 14] 34, 457
我们从另一资料知道,

郭家以后成为东阳县私学最重要的资助人。%

变化的第二个方向是官员的家庭返回故乡。

曾在 11世纪成功地让子孙做官的家庭,其注意力

开始转向另一个问题: 如果不能指望从政,他们怎

样才能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 答案是要注意在故

乡建立起自己地方上的位置。这意味着他们要跟

当地其他大族联姻, 在家乡基地的社会生活及文

化生活中起到更加支配的作用,而不是为了他们

自己的仕途而与其他官员联姻。有一个例子可以

说明家庭的这个策略。永康县(东阳附近) 胡则

( 963 1069) 中举在京城做了大官。他退休以后

未回永康而迁家到浙江府治杭州,因为在那里容

易与其他官员保持联系, 为他的儿子谋求关系。

胡家其他人必须留住永康。但是在 12世纪,当永

康胡家又有人中举,他们仍旧留在永康,并不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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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与自己的族人保持牢固的关系。他们的子

孙在当地社会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也有一

些例子说明,在地方上建立基地并不易。1126年

之后能够逃到南方的那些北方官员家庭需要找到

安居之地,他们要跟像郭家那样有势力的家庭联

姻,郭家这样的家庭也向往 士!的身份,因这样的

联姻而受益。曾对传播新儒学做出贡献的学者兼

官员吕祖谦 ( 1137 1181) 是北宋显贵官僚家庭

的后代。女真人攻占开封之后,这个北方家族的他

那一支迁移到金华(与永康为邻) ,当地政府借给他

们一所住宅。吕祖谦年轻时,父亲做主为他娶的是

官员的女儿,而到吕祖谦(他中举之后曾为官一段

时间)作父亲的时候, 却把女儿嫁给当地一家最有

钱人家的儿子,这家是在上一代成为 士!的。% 但

吕家也并未在当地建其经济基础,不出几代就差不

多消失了。这类轶闻证实了其他学者所认为的国

家精英的变化是相当广泛的这种看法。[ 15]

我不能肯定 1050年那位 士!是否预见到这

些发展,虽然这一进程在那时已经有根基了。12

世纪,一些人观察到,在过去, 高贵的血统及联姻

家庭的门第更为重要。& 但在 1050年,  士!的人

数明显增加,南方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 其中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财富的增加和教育的普及。12

世纪初,政府扶植学校培养学生。一些人认为,在

宋朝,  士!这个词实际上已经不是就指那些身为

官员或有资格为官员的人, 因为只有取得 进士!
才能够算,  士!的人数被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跟

明清时期的情况不同, 那时有很多不同的学

位) 从这点来看,  士!范围的扩大还要等到
1447年以后,因为该年明朝政府取消了对应试考

生中可获生员待遇的人的定额限制。∋ 我认为,

这个扩大实际在北宋末期就已初见端倪, 那时有

多达 167 662 名在册学生,他们学校的资金来自

150万英亩田地的租金, 年消费高达 2 978 787 贯

钱。∗ 在南方, 地方上读书人的群体持续生长, 即

使在蒙古侵略时期亦如此。其中学校的作用毋庸

置疑: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有 80%至 100%的县

都设学校 ( 据不完全统计, 在北方有 10% 至

25%) , 此外据说还有 350所私塾,大多是 1126年

以后出现的。+ 南宋时, 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

乡试的考生数目颇为惊人: 福建福州 2万, 建宁 1

万以上;江西吉州 1万以上; 浙江严州 7千, 另有

二州一为 7 千, 一为 8 千。
[ 8] 626 629

看到这样的数

字,人们不难理解, 为什么到 1250 年应考人数能

够上升到 45万。存在着大家都同意称作 士!的

人。这些人做官的机会当然微乎其微, 但是随着

续家谱及通过联姻关系, 越来越多的人会有可能

与中举做官的人联系起来。,

 士!的定义由家庭出身变为通过教育而获

得这个身份的过程, 虽然在 1050年尚未告成,

但是这个趋势已经十分强烈。其他的发展也在

促进这个转变。1050年那位 士!一定也读到了

已经印刷出来的自己的著作, 可能是在国学书

斋, 也可能是在书市上采购到, 而在 750 年, 他

的同行只可能读手抄本。这也是一个长期的趋

势。在北方, 国子监于 932 年至 953 年间印刷

了一套儒家经典, 共 130 卷; 在南方, 地方政府

以及商行印书也越来越多。到 11世纪末, 人们

可以买到各种版本的儒家经典及注疏诠释, 以

及印刷出来的佛经、道藏、史书、政论、哲学册

子、文选和文集。虽然在 1050年前后发明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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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印刷并偶尔在用, 大多数出版物是雕版印刷

的: 写出一整张纸, 贴在一块木板上, 刻去字周

围的空白, 然后给字型刷上墨, 即可铺纸印刷

了。这个系统的最大好处是, 一旦刻好字型, 即

可按照所需要求来印刷; 一旦字型准备好, 印刷

文本时不必需要专业人员。因此, 虽然有些人

将自己的手稿送到城市知名的印刷者那里, 更

多的是行商到人家、学校、庙宇或政府衙门来为

他们印刷。结果很多地方都出印刷品, 最多的

是应考读物和宗教书籍; 并且常常为了竞争而

出版新书,或者复制他人版本。
[ 16]

与唐朝相比, 宋朝是一个识字率高且出版

多的社会。我们所知的唐诗作者有姓名的约有

2 200 人,所知的宋代诗人则有 9 000 以上;现存

的散文随笔, 宋朝作者约有 1万, 而唐朝仅为宋

朝的四分之一, 二者之间的差别一方面反映出

宋代作品流传至今的可能性更大, 另一方面也

符合更大的趋势。
[ 17] 46 47

受过教育的国家精英不

但人数更多, 而且他们的知识面也更广。为了

竞争, 考生必需了解时事, 改变标准。乡学、府

学让学生接触地方衙门。此外还有其他方式获

悉信息。到 11 世纪晚期, 建立了一个新的系

统, 把邸报发行到各府, 地方政府要张贴布告,

向百姓公布新的规定章程。也有私人出版的报

纸把信息传达给缺乏官方纽带的读书人。∃ 私

人和公家出版物的数量一直在上升。以浙江梧

州一府(包括上文提到的东阳、永康)为例, 有资

料表明,主要的南宋作家和书籍的编纂人大约

有 150名,而宋朝以前连 10人也不到。%

对于思想意识形态来说, 这意味着其听众

越来越多。政府试图控制这部分人的教育和文

化 如在短期内 新政!曾要求他们都入官

学 结果极端昂贵, 难以实行。理学家发现

他们对那些听众很有吸引力, 绝大部分读书人

没有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新儒学可以

提供给他们一个新哲学, 向他们解释,不论是否

中举担任官职, 个人都有作为人及作为学者权

威的真正价值。在实践上, 新儒学也有其优越

性:这个不断成长的网络的成员中, 包括在全国

享有盛名的人士、政府的高级官员、地方上的望

族;教师、教材、学校不仅训练学生应付考试, 还

有组织家庭生活的礼节。而最重要的是, 它给

那些缺少官衔但希望自己成为国家精英的地方

上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机会, 使之能够在地方

上参与公众生活。

从宋朝内部来看, 1050 年的世界跟 750年的

盛唐世界已经大相径庭。那些已经发生的或者刚

刚开始成形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并将在未来的几

个世纪继续下去。本文考察的仅是与思想和智识

( intel lectual)的变化有关的几个特别方面。要对

8至 14世纪所发生的转变做更详尽的叙述, 还必

须对广泛得多的领域进行考察: 包括官僚组织、朝

廷运作、军事组织及征募、技术、全国与地方的宗

教、文学、艺术等等。

不过,在此讨论的几个例子足以说明, 在中古

时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已指出,新儒学在每

一种情况下都对变化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我希望

自己的这些看法能够抛砖引玉,启发同仁更深入地

思考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变化之间的关系。

(感谢 John Ziemer、李伯重、Ong Chang

w oei、王湘云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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