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本書的中文版終於要同中國讀者見面了。我想借此機

會，對我在書中有所論及但未能充分展開的一些基本問題作

進一步的闡述。

我何以會在這本書的標題中使用了「現代」這個詞？對

此，最為簡單的回答是，我所謂的「現代」，指的是「現時的

存在」。然而，近來我在對這一問題的再思考中意識到，這

種關於「現代」的簡單化理解大概是難以完全令人信服的。

至少，「現代」這個詞應該會使人們聯想到一些更為深廣的問

題，而若要對這些問題予以進一步探討的話，那麼這本書恐

怕就要厚得多了。

「現代」這個概念除了其本身的簡單定義之外，還涉及同

史學史演進以及人類規範發展有關的一系列問題。例如：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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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範圍來看，「現代」國家之間的差異和區別是由甚麼造成

的？難道只有在經歷了工業化的西歐和北美才會形成可以被

稱之為「現代」的國家功能、政治結構和社會體系嗎？這其

實是一種文化上唯我獨尊的判斷。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判斷的

話，那麼，產生於西歐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其他與「現代」相關

的歷史敘事便都要從「現代」中被排除出去了。由此而導致

的，只能是一種結論已被預設的簡單化推論：似乎發生於西

歐和北美以外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是由不可阻擋的外部力量

所造成的，而各種不同文化、價值觀和社會體系之間的差異

僅僅是一種存在於遙遠過去的現象，它們同「現代化」的發生

也只存在著次要和帶有依附性的聯繫。

然而，不同國家是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現代」的。

當我們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便能夠將現代化發生的「內

部」史觀和「外部」史觀從方法論上統一起來了。我認為，使

得一個國家成為「現代」國家的，是它所面臨的為我們所處時

代所特有的各種挑戰：人口的過度增長，自然資源的短缺，城

市化的發展，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等等；而最重要的，則

是經濟的全球化。對於同樣的挑戰，不同的國家由不同的歷

史經驗和文化背景所決定，所作出的反應是不同的。而它們

的不同反應，往往是通過各自國家的不同特點而表現出來的。

在一個「現代性」有著多種形式的存在、也有著各種替代性選

擇的世界上，政治歷史所要強調的，應當是同各種民族文化和

歷史經驗相契合的種種「內部」敘事。當這些敘事涉及到不同

國家由於受到經濟力量的影響和帝國主義強權的威脅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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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的變化時，其「外部」方面仍然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然

而，要回答現代國家何以會具有形形色色的憲政結構這樣的根

本性問題，僅僅依靠「外部」史觀便不能說明問題了。1

讓我們來看一下魏源為解決政治參與和合法性問題所進

行的探討（參見本書第一章）。魏源認為，應當讓更多受過

教育的文人參與到政府事務中來，而這種看法本身同民主並

無關係，也同由西方經驗所造就的其他體制並無關係。就其

本源而言，魏源的反應產生於純粹的國內因素：人口的長期

增長，渴望獲得官職的文人數量相應的大量增加，以及由腐

敗、派系活動和無能所造成的清代國家的蛻化，等等。然

而，清代中期人口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以外的

發展所造成的。美洲的各種農作物經由東南亞的西方國家殖

民港口輸入中國，從而為養活更多人口、導致中國人口的擴

張提供了條件。到 18世紀中葉，中國商人的足跡遍布於東南

亞的各個港口，而他們的貿易網絡使得中原各省份的物資供

給變得更為充裕。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銀兩供應，並進而

使得中國國內貿易更為生氣勃勃，也大大增加了腐敗產生的

機會。儘管所有這些背景性因素都是邁向「現代」世界體系的

重要步驟，但在魏源的世界觀中，卻並無這方面的認識。

歷史學家們讚揚魏源，因為他意識到了西方對於中國安

全所構成的嚴重威脅，並極力推動中國通過掌握西方軍事技

術來保衛自身的疆界。他在 19世紀 40年代初完成的名著《海

國圖志》中，重新喚起了中國官員及文人們對於海洋戰略的長

期關切（滿清統治者對此很少給予關注）。《海國圖志》植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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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和清代早期關於南洋地區權力關係的研究。魏源寫這本

書時，實際上回到了一種早先便已存在的學術傳統。他為自

己所設定的任務是，運用自己關於西方在南洋地區野心的新

知識，來更新這種學術傳統。他的學術成果之所以能夠建立

在堅實的國內基礎之上，這是因為，他受到了明代知識結構

中已為人們所熟知的亞洲海上權力模式的啟迪。由此決定，

他關於中國戰略地位的看法也主要是以南洋為基礎的。西方

殖民者來自相距遙遠的「外洋」環境，在歷史悠久的南洋體系

中，則是新來者。但魏源覺得，也許可以借助於他們的戰略

原則來應對新出現的威脅。

一位美國學者通過細緻的研究發現，當魏源對「海國」進

行探討時，他所受到的西方影響是「微乎其微的」。2不管怎

麼說，魏源有意識地運用了中國國內先前便已存在的相關知

識，又受益於新的情報資料，這從知識的戰略性發展的角度

來看，不應是其弱點，而是知識演進的一個自然而然的階

段。魏源的政治議程在於重新界定權勢力量和政治參與之間

的關係。同樣，他關於國家安全的看法，也是以一種得到了

充分發展並高度系統化的中國的世界觀為基礎的。他的出發

點是現有的思想材料，他所引用的各種文化上的先例，則是

為他所處時代的政治領導層所能夠理解的。「權勢力量和政

治參與」問題同「國家安全」問題的不同之處在於，他通過在

討論中引用種種隱喻和典故，已在認識論上掌握了前者，但

他還沒有掌握後者，仍然需要以更為精緻的全球性知識為基

礎，對明代的海洋戰略予以重新改造。然而，不管是在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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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還是後者時，他對於新的環境與條件的創造性反應都是

通過古老的智慧而表達出來的。

在這本書裏，「 constitution」這個詞一再出現，因此，

我也需要在這裏就此作進一步的討論。在我對現代國家長期

演進的論述中，「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 constitutional 

agenda）的發展佔據了中心位置。自 20世紀初以來，中國曾

有過好多部成文「憲法」這樣的「根本性大法」。然而，這些成

文的「根本性大法」的數目似乎同它們的有效性以及為人民所

接受的程度並不成比例。我認為，同成文憲法這樣的「根本性

大法」相比較，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也許更為重要。

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包括了甚麼？人們對它們是如何理

解的？它們又具有何種力量和影響？在很長的時間裏，英國

並沒有成文憲法。18世紀的一位政務家曾寫道，英國的未成

文憲法是這樣產生的：「一些由某種急迫的權宜之計或私人利

益所導致的偶然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結合起來並得到強

化，從而成為習慣法。」正是這種「習慣法」，早在它導致了

成文法律形成以前很久，便「受到了人們的尊重並成為人們

行為的指南」。3即便在今天，英國仍然存在著無數的議會立

法和其他種種法規，其憲法並不是由任何單一的文件所構成

的。如果我們對「憲法」這個詞作更為廣義的解釋的話，那它

就是：積極參與政治的公民們思考政治體制應當是甚麼或應

當如何予以組織的「道德和哲學原則」。

成文或未成文的憲法是可以並存的。美國自 1789年立國

以來，便有著一部成文憲法。然而，美國憲法所包含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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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超越了憲法的文本。最高法院通過對於憲法的闡釋，在為

人們所接受的原則上形成了一種語境和氛圍，而人們正是在

這種氛圍中來理解憲法的原始文本的。一位權威人士宣稱，

他發現了一部「看不見的憲法」，而這指的是人們在憲法文本

的潛在涵義上所達成的不成文的共識，以及經常會影響到政

治治理的基本原則的種種價值觀念。在這位權威人士看來，

這部「看不見的憲法」加強了諸如「民主的代表性」之類的基

本原則——正是因為政府的統治必須以來自人民的贊同和認

可為其基礎，任何形式的專權便都是人民所不能容忍的。4

我對於「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的理解，部分來自

於英國模式。在英國歷史上的平常時期，受過教育者當中存

在著一種不成文「憲法」，這是由已成為人們共識的關於政府

「恰當的」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規則所構成的。在大部分的時間

裏，這種共識是穩固的。公眾的行為——包括權力掌控者的

行為——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但是，在社會和政治

陷於不穩定狀態的時期，關於憲政的共識便會在「議程」上

採取一種面向未來的態度——從字面上來說，也就是制定一

種通常會包括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的行動計劃。「議

程」（ agenda）這個詞的意思之一，是拉丁文的動詞「行動」（ to 

act）。這樣的「議程」，通過對於未來的理性思考，提出關於

政治體制未來發展的新設想。從這一意義上來看，它是帶有

「根本性質」的，因為它所提出的，是關於政府和社會的合法

性秩序的種種選擇和替代性選擇。一旦它被公民的相當一部

分所接受，以這種形式付諸實施的不成文憲法便可以擁有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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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力量，並會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

國，婦女要到 20世紀 20年代才獲得選舉權，要比美國「建制

性議程」的出現晚了幾代人。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排華法案》

（1882年）上，這要到 1943年才最終廢除。

我認為，當環境的變化（包括政治環境的變化）對社會

形成重大威脅時，人們便會圍繞著種種「根本性議程」而開始

形成共識。從乾隆到嘉慶的過渡便是一個這樣的時期——當

時，在財政、人口、環境和政治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帶有警

示性質的挑戰。魏源這一代人，是信奉「經世」哲學的一代。

這一代人的「根本性議程」的特點，在於他們為變革所提出的

建議是從「以史為鑒」開始的，他們巧妙地以產生於中國內部

的價值觀、而不是以來自於外部的價值觀，來為這樣的議程

辯護。隨著 19世紀歷史的推進，這些議程中也融入了來自外

部的思想。然而，即便是這些外來的思想也在融入的過程中

受到了中國「特質」的再造。關於文人精英階層對於政治更為

積極的參與有助於加強國家的權力和合法性的看法，便是一

個例子——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由此而產生的，應該是相反

的結果。儘管可能會有種種例外，但在我們這個時代，「現代

國家」的特點似乎是符合於「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的

產生取決於國內文化這一原則的。「根本性議程」的長期影響

力，是從一代接一代的傳承中體現出來的。這裏所揭示的，

是歷史演變在機制上的深層結構。

如果沒有來自友人陳兼教授的一再鼓勵，以及他和陳之

宏教授為翻譯此書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那麼，本書中文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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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大概是不可能的。我在此謹對他們兩位表示深深的謝

意。我也歡迎來自他們和其他中國同行的批評。

2009年 10月於美國麻省劍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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