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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體系的建立。正是在這套體系的擴張與持續衝

擊下，中國傳統的宗藩體制及朝貢模式開始逐漸

瓦解，古代中國不得不走向艱難的現代化轉型之

路。在此過程中，經由歐

美及日本傳入的「民族」

觀念受到了清末知識精

英的廣泛關注，而如何將

中國從傳統天下國家、王

朝國家轉變為現代民族國

家則成為急迫而重大的問

題。

對於清末民族國家的

政治構想，學界一般認

為，立憲派主張建立更具

包容性的多民族平等共榮

的國家，如梁啟超借鑒德

國政治學家伯倫知理之

說，提出所謂的「大民族」

觀：「吾中國言民族者，當

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

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

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

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

也。」[2]而激進的革命派則主張發起種族革命，通

過「排滿」將中國改造成為單一的漢民族國家。如

章太炎就強調滿漢分治，主張「自渝關而外，東三

省者，為滿洲之分地；自渝關而內，十九行省者，為

漢人之分地。」 [3]至於同盟會綱領中的「驅除韃

虜，恢復中華」之說，更為世人皆知。這種兩派之

分或許過於簡單。若細究該段歷史可知，在最初具

承繼與反思
─ 晚清以來多民族中國聚合視域下的相關理論言說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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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有關「何為中國」「何為中華民族」的

理論言說分外熱絡，論著成批湧現，各種觀點層出

不窮，與此同時，學界對於國內民族問題也尤為關

注，其某種程度上是當下

中國迅速崛起與內部發

展不平衡之相關矛盾加

劇的學術表徵。事實上，

對於國家性質定位與國內

民族認同、民族關係問題

的交錯思考並非今天所

獨有的現象，而是自晚清

以降中國由傳統帝國被

迫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

起就發生的重大且持久

性的問題。誠如王柯所

言：「中國傳統的多民族

統一國家思想與來自西方

的近代民族國家思想之

間存在一個巨大的鴻溝，

西方的近代民族國家思

想的導入給近代中國帶來

了許多棘手的、至今無法徹底解決的問題。」[1]因

此，試圖通過重建一種新的歷史敘事，以化解對內

對外的各種緊張，便成為晚清、民國以至當下言說

「中國」與「中華民族」熱的重要原因。

一

自晚清以來，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

局」。「三十年戰爭」及之後威斯特伐利亞合約的

簽訂，宣告了以主權國家為行為主體的近代國際關

摘  要：近年來，「何為中國」「何為中華民族」的

話題為學界所熱議，某種程度上與當下中國崛

起、轉型所面臨的內外挑戰直接相關，這並非新

問題，而是自晚清以降傳統帝國向現代民族國家

轉型困境之當代表現。清末民初，通過引介現代

民族觀，創生了「中華民族」的概念，但也同時埋

下了「雙重民族認同」的隱患，迫使前賢與今人一

直努力尋找突破此二元矛盾之路。其中，通過對

於中國歷史特殊性的統合性闡釋加以超克則是

最為普遍且持續性的方式。這種努力雖為相關問

題的思考提出了不同的解釋路徑，但也逐漸累積

為某種歷史迷思，甚至遠離「初心」而不察。

關鍵詞：轉型中國；中華民族；雙重民族認同；天

下；多元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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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現代民族意識的漢族知識份子群體中，無論是

立憲派還是革命派，他們對於「中華民族」的認識

大體都經歷過從單一漢族到合漢族與其他少數民

族為一大民族的思考與轉變。[4]換言之，從「大小

民族說」到中華民國成立後的「五族共和」憲法之

表述[5]，其實反映的是更具包容性的現代「中華民

族」觀從萌生到初步確立的歷史，作為中國現代轉

型時期的重要思想成果，對後世的影響尤為深遠。

而「中華民族」觀建構中所內含的大小民族之雙重

認同問題也一直延續下來，特別是每當國家處在

重大歷史關頭時則一再顯現。「九一八事變」與全

面抗戰爆發所導致的民族危機就再次引發有關中

華民族問題的熱烈討論。中華民族究竟是「一元多

流」還是「多元一體」，成為當時主要的爭論所

在。

早在1935年，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所長的傅斯年撰寫《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一文

指出：「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

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也有

憑附在這個民族上的少數民族，但我們中華民族

自古有一種美德，便是無歧視小民族的偏見，而有

四海一家的風度。」[6]顧頡剛則先後發表《中華民

族的團結》《「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中華民

族是一個》《續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等文，直言

批評「中國本部」與「五大民族」的提法，並明確區

分了「民族」與「種族」的基本概念。他認為「血緣

相同者的集團，叫做種族。有共同的歷史背景，生

活方式，而又有團結一致的民族情緒的集團，叫做

民族」。[7]種族「是自然造成的」，而民族「是人力

造成的」。[8]於是中華民族就不是一個多民族複合

共同體，而是歷史上許多「種族」不斷融合而成的

單一民族，他們在血統上是混合的，文化上雖暫時

表現出漢、藏、回三大集團的特徵[9]，但也並非截

然對立、各不相混，而是「日在同化的過程之中，將

來交通方便，往來頻繁以後，必有完全同化的一

天。」[10]顧氏對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認識，顯

然與後來蔣介石以「宗族說」為基礎的「中華民

族」一體觀相契合。[11]

相反，持「多元一體」論者多是當時的人類

學、社會學家，如吳文藻、費孝通、芮逸夫等人。他

們雖然也認可中華民族的一體性，但同時也承認

中華民族內部各分支之間存在著文化、語言、體質

上的客觀差異。費孝通在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

個》發表後不久便撰文質疑道：「中國人民不僅在

文化、語言、體質有分歧，而且這些分歧時常成為

社會分化的根據」。同樣，「文化、語言、體質相同

的人民不必是屬於一個國家」，因此，「謀政治上

的統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種民族』以及各經濟集

團間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

治上的不平等。」[12]這一看法，不僅承認中華民族

內部各民族間存在差異，而且對於國家一體性的

認知更側重於政治一統性而非文化一致性，所以

實際上也就否定了同化、融合不同民族的必要性。

從該表述中，雖可窺見費氏半個世紀後提出「中華

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觀的影子，但似乎更接近「文

化多元，政治一體」之說。其師吳文藻也認為，「欲

剷除各民族間互相猜忌的心理，而融洽其向來隔

閡的感情」，需開展邊疆教育，啟迪民智，「闡明

『中華民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要旨，曉示

『中華民族完成一個民族國家』的真義」。他特別

強調借鑒蘇聯的民族政策，即「對於政治經濟事

務，採取中央集權主義」，而「對於教育文化事業，

採取地方分權主義」。[13]

這樣的看法顯然與以中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

義者觀點相近。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重要奠基人

之一的維吾爾族學者翦伯贊於1940年在左翼刊物
《中蘇文化》發表《論中華民族與民族主義》一

文，進一步質疑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命

題，認為其「包含著否定國內少數民族之存在的意

義。」他指出：「我們所怕的，不是各民族的獨立自

由之發展，而是不能在同一歷史任務之下，統一團

結起來。」[14]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國共產黨的

民族政策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後，經歷了一個由支

持少數民族「自決」獨立，並與漢族共同組建聯邦

制國家，到否定少數民族自決權和聯邦制，實行

「民族區域自治」的轉變，[15]這一轉變除了基於團

結少數民族、防止分裂的現實考量外，也是中國歷

來大一統政治文化的延續。[16]此後，中國共產黨雖

然放棄支持少數民族「自決」的政策，但是依然承

認他們的「民族」身份及各民族的平等權利。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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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憲法形式得到了更

為明確的規定。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一次會議通過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其中，序言裡有這樣的表述：「我國各民族已經團

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在發揚各民

族間的友愛互助、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各民族內部

的人民公敵、反對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

基礎上，我國的民族團結將繼續加強。」[17]為了更

好地落實民族平等原則和開展民族政策，自上世

紀50年代初以來，國家開展了大規模的民族識別
工作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其主要理論依據

是史達林對「民族」的經典定義：「民族是人們在

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

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

穩定的共同體。」[18]通過民族識別工作，截止1990
年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為止，正式確認的民族共

有56個，其中少數民族55個。[19]在此基礎上，國家

先後成立了5個省級自治區[20]和一大批自治州、自

治縣（旗），以全面推行民族區域自治。民族區域

自治制度是建國以來中國共產黨處理民族問題的

重大舉措，該舉措在維護國家領土完整與保障少

數民族平等權利上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

也隱藏著「雙重民族認同」的矛盾，只是這一矛盾

一度被階級與革命話語所「消解」。然而，激進的

階級鬥爭與社會主義改造實踐客觀上又累積了不

少民族問題，某種程度上仍強化著「雙重民族認

同」的內在緊張。

文革結束後，隨著「思想解放」「撥亂反正」

的展開，以往突出反映在民族問題上的階級論觀

點開始受到批判和反省，國家先後制定了更多、更

為具體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族區域自治法》在1984年正式頒佈，使得少數民族
權利從法律層面上得到了更為明確的保障，同時，

國家也採取諸多舉措，大力扶植並發展少數民族

地區的經濟與文化。當然，這也在客觀上促進了同

期各種族裔文化民族主義的話語和實踐。[21]加之，

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更大程度的發展不平衡、

人員流動頻繁及國際因素影響等進一步導致國內

民族問題凸顯，「雙重民族認同」的危機再次顯性

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

局」理論被提出。

二

1988年，費孝通首次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
體格局」理論，認為中華民族的形成經歷了一個由

「自在」到「自覺」的轉變，「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

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

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

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

性的多元統一體。」其中，漢族構成了中華民族多

元一體格局中的凝聚核心。[22]該理論無疑為新形

勢下國內民族問題的解決提供了一套指導性綱

領。但客觀而論，它並沒有充分發揮中華民族認同

的整合功能。現實中重視族裔權利或民族平等

者，往往強調「各美其美」「美美與共」；而擔心國

家分裂者，則更看重「一體」，強調自古以來的「漢

族凝聚力」。於是，深具理論張力和現實彈性的

「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一定程度上就流

於多元（次級民族）與一體（國族）的不無空洞的

二元構想。

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開始經歷一場社會巨

變，市場經濟變革帶來了國家經濟實力的騰飛，

同時，西方的各種思潮也迅速湧入，社會思想日益

活躍，但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的緊張也悄然增加。

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促使人們開始反思西方社會

的政治、經濟體制，有學者就認為，以「西化」為

導向的改革策略可能會帶來中國社會的混亂和失

序，從而強調國家威權之於中國發展的必要性，

這直接與九十年代逐漸興起的國家民族主義思潮

相關聯。加之，西方的反華政策及圍堵策略也日益

強化了國內民間仇外情緒的氾濫，《中國可以說

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中國不高興》《中國

站起來》等書籍的暢銷，便是新舊千年之交民族

主義意識形態普遍化、民粹化的最好例證。

九十年代以來，「儒學復興」也開始走向前

台，但相較於民族主義思潮的民粹性，它起初還顯

得較為精英性與學術性。1992年，陳來於香港
《二十一世紀》發表《貞下起元》一文，表達了他

對新世紀儒學的展望：「無論二十一世紀前半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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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如何行進，二十一世紀後半紀必將迎來整個

儒家文化地區的強勁發展，儒家思想與中國文化

必然隨之重新活躍。這種中衰傳統的復興，正如席

爾斯所說，當然不意味著對社會中心的重新征服。

但毫無疑問，這有助於擺脫漂泊不定的搖擺，使中

國文化在多元性發展中具有一種統一的氣質作為

穩定的基礎。」[23]雖然儒學復興並未給中國帶來

陳氏所企望的統一的文化氣質和穩定的基礎，但

進入新千年之後，借助於互聯網的普及，在國家、

學者及民間共同的作用下，初期少數精英學者所

推動的儒學復興運動，很快就在新世紀演變成了

一種從上到下、從學術精英到民間、從現實空間到

網路世界共喧囂的「國學熱」，並由此衍生出一種

相容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政府政績等其他多種元

素的文化民族主義。[24]

然而，人們在提倡回歸儒學、重返傳統時，常

常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中國文化」等同於主流的

「漢文化」，表現出一種「崛起之後的自我錯覺」
[25]。這種自我錯覺顯然是以主流文化即漢文化來

建構中華民族整體的文化認同，但忽視了中國疆

域內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複雜性，某種程度上加

劇了少數民族的身份焦慮與族裔民族主義傾向。

近年來，馬戎參考中國的歷史傳統與美國、前蘇聯

等國處理民族關係的經驗教訓，提出將國內民族

問題「去政治化」的思路，主張在中華民族層面使

用「民族（nation）」，而在其下的各民族層面使用

「族群（ethnic group）」，試圖將費孝通的中華民族
「多元一體」具體化為「政治一體」（中華民族）與

「文化多元」（56個族群）兩個層面的結合，一方
面，避免中華民族與下屬各民族在使用同一詞彙

「民族」時所造成的概念混亂；另一方面，在強化

中華民族（國民）認同意識的同時，將56個民族降
格為「文化群體」，從而淡化他們作為「政治群體」

的色彩，試圖消弭族裔主權化所造成的國家分

裂。[26]這種將建國以來民族問題的「政治化」趨勢

改為「文化化」的新方向，無疑為現行民族國家框

架內化解「雙重民族認同」的合法性危機提供了一

個新的理解思路。

三

近年來，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試圖通過發掘

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來推進有關「何為中國」

「何為中華民族」問題的討論，從而為今天多元一

體的中國提供更具說服力的合法性言說。2005年，
趙汀陽的《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 [27]出

版，傳統的「天下觀」被重新闡釋，並在國內學界

引起了廣泛討論。就其產生背景來看，「天下」的再

「發現」，源於中國經濟崛起、傳統文化復興、國

內民族主義熱潮以及外部西方世界壓力等諸多因

素。就其理論指向來看，主要針對的是當今世界政

治問題。通過對古老「天下」概念的重新闡釋，旨

在為正在崛起的中國提供合法性依據，也為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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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民族國家體系」桎梏，「思考未來的世界治

理，試圖論證一個為了所有人並屬於所有人的世

界秩序」。[28]然而，作為方法論的「天下」首先需要

直面「何為中國」的問題，趙氏不久前出版的《惠

此中國》可以視為這一努力和嘗試。在該書中，他

將中國的生成解釋為一個長期「逐鹿中原」的過

程，認為中原自西周起便形成了一套具有強大向心

力的天下秩序，而後世的參與者或主動或被動地

捲入對天下角逐的旋渦中，從而形成了一個具有穩

定內涵的廣域中國。[29]客觀上講，趙汀陽的「天下

體系」仍未脫離華夏中心主義的立場，難怪有學者

批評其為「偽裝成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 [30]相

反，許紀霖則提出「新天下主義」的構想，即試圖

在保留其普遍主義屬性的同時，超克傳統天下主

義的中心觀，亦即割棄傳統家國天下以華夏為核

心的同心圓等級性權力 ⁄文明秩序，同時加入民族
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來重建一種新的「承認的政

治」。按照他的解釋：「與傳統天下主義相比，新

天下主義有兩個特點：一是去中心、去等級化，二

是創造一個新的普遍性之天下。」[31]

王銘銘結合人類學與比較文明研究的方法，

先後提出「三圈說」與「超社會體系」的概念，試圖

以「文明體」為視角來闡釋「多元一體」的中國。他

將中國看作是一個具有多元整合機制的「超社會

體系」，具體表現為核心圈（漢人）、中間圈（中國

民族地區）和外圈的跨文明互動，由三圈構成的

「世界之間的關係」，其「一方面是恩與威、祀與戎

從核心圈向中間圈和外圈推進的過程，另一方面是

核心圈從中間圈和外圈汲取養分的過程。」[32]雖然

王銘銘一再強調中國作為「超社會體系」中跨文明

互動的特質，但為了凸顯中國文明的整體性，他所

構想的仍然是一套由儒家文化主導下的差序格

局。

汪暉引入施堅雅的區域主義方法，進一步提

出「跨體系社會」的概念，以重新檢視「區域」尤

其是「民族區域」的概念，按照他的解釋，「跨體

系社會」既不同於「民族國家」也不同於「文明國

家」的概念，而是一種跨文明的社會體，它強調一

種各層次體系之間相互滲透並構成社會網路的特

徵，即「拒絕那種將某一區域社會描述成單一社會

的習慣，而將社會的複合性或跨體系社會視為一

個普遍的特徵」，[33]以突破「文化-地域-民族」之
傳統同質化思維的弊端。在汪暉看來，民族主義知

識框架強調一種縱向時間軸線上的主體概念，其

往往導致某種族裔中心主義的排他性認同。為了

打破這種敘事邏輯，汪暉試圖以「橫向時間」代替

「縱向時間」，將一種橫向關係置於理解區域概念

的中心，從而揭示這一概念所蘊含的重疊性、混雜

性和流動性。他並不同意施堅雅將區域概念視為

一種純粹非政治性的自然存在，而認為區域的形

成與政治文化密不可分，即「一種承認民族、宗教

和其他認同但同時將其置於橫向關係之中的政治

文化。」[34]該政治文化具有一種普遍王權的非人格

性，其內涵也已經超越了儒學一家的範疇，顯示出

整合多種理論資源、突破雙重民族觀二元局限，

並給予現行「民族區域自治」以各不同層級「拼圖

性」區域結構的解釋。

一般認為，中國由傳統天下帝國轉向現代民

族國家始於晚清，然而葛兆光卻強調，中國作為一

個文化統合意義上的類民族國家並不是近代以來

才出現的，而是自宋代以降就已經開始形成。因

此，他反對將傳統帝國與現代國家區分為兩個時

代的理論，指出：「在中國，並非從帝國到民族國

家，而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

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

國』的想像，近代民族國家恰恰從傳統中央帝國中

蛻變出來，近代民族國家依然殘存著傳統中央帝

國意識，從而是一個糾纏共生的歷史。」[35]在葛兆

光看來，宋代的中國已然由一個「包容四裔」的天

下帝國贏縮為一個「嚴分華夷」的漢族國家，而

「天下」則只殘存於觀念或想像當中。葛氏之說所

關注的重心雖然仍是漢文化傳統，但他也強調「從

周邊看中國」和「中國的流動性」。

不同於「天下觀」以「中國」「中原」為核心視

角，近年來被廣泛關注的「大元史」「新清史」等

學說則顛覆性地挑戰了漢族中心主義史觀下的

「漢化」「朝貢體系」為主線的傳統書寫範式，轉

而強調對蒙古、西藏、新疆等內亞地區的研究及內

亞資源對於元、清帝國歷史的重要意義。這種對

於中國王朝線性更替史的後殖民主義解構，其學



二○

二
二
年
第
一
期
（
總
第
一
一○

期
）

文
化
中
國

９０

術脈絡可上溯至歐洲的「東方學」與日本的「東洋

學」傳統。該傳統很早便將研究旨趣從漢族中國擴

大到中國周邊及以外地區，由此推動了「西域南

海」或「滿蒙回藏鮮」之邊疆史地學研究。 [36]此

後，拉鐵摩爾（Owen Lat t imore）更是以「長城地
帶」為中心構建出一套「互為邊疆」的理論，他將

朝貢體系視野下的邊界象徵——「長城」轉化為
內陸亞洲的核心地帶，試圖闡釋長城兩側農業社

會與遊牧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37]從而超越了傳

統中原農業社會本位的立場。後來的巴菲爾德

（Thomas Barf ield）則在拉鐵摩爾邊疆理論的基
礎上，從長時段出發，進一步提出「遊牧帝國中心

論」，認為是內亞遊牧帝國而非中原王朝左右著雙

方之間的互動與交往，並將傳統意義上中原王朝

與遊牧帝國的對抗關係解釋為相互依存的關係。
[38]而到了「大元史」「新清史」的歷史敘述，就不僅

僅是雙邊對抗或相互依存，而是雄心勃勃的遊牧

民族通過軍事征服與多樣化的管治體系將中原、

西藏、蒙古、新疆等多個區塊整合在一起，從而形

成一個不同人群、不同文化共存的多元型帝國。

類似的歷史闡釋難免引來不少質疑，輕者認

為其過分誇大了元、清帝國的非漢屬性，造成連續

性中國史觀的斷裂；重者則直指其為分裂中國的

學術陰謀。對此，被譽為「新清史」代表人物之一

的米華健（James Millward）曾辯解道：「我們之所
以進行被稱作『新清史』的研究，目標其實是調

整、修正包括費正清在內的那一代歷史學家的學

術話語（discourse），比如朝貢制度，比如漢化，又
比如中國中心論」。[39]客觀地講，「大元史」與「新

清史」對於破除漢族中心主義史觀，理解中國作為

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無疑具有積極意義。

不過，這一研究範式也暗自透露出某種族裔民族

主義的邏輯，亦即在元、清與中國之間做涇渭分明

的劃分，甚至將後者視為前者的一個組成部分。正

如汪暉所敏銳注意到的那樣：「通過分解結構的

統一性，這一方法將多元性發展為新的主體論，從

而為分裂型民族主義提供基礎。從認識論上說，

這是以多元時間為框架『想像』或建構新的民族

體的努力，一旦民族體建構完成，多元時間也就轉

化為一元時間。」[40]該邏輯旨在將中國建構為一個

純粹的漢族國家，從而與具有內亞屬性的帝國（元

或清）區別開來。沈衛榮也指出：「西方人所說的

‘China’常常指的是一個純粹的漢人國家，所以說
大清是中國也好，不是中國也好，其中已經有了一

個預設的基本前提，即是說，大家同是承認在唐、

宋、元、明、清這些具體的王朝之外，還當有一個

抽象的、可以明確地指稱為『中國』的民族 ⁄國家存
在。但是，這個脫離了具體的歷代王朝的『中國』，

這個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的一個純粹漢族的『中

國』，它無疑只是一個虛構的存在。」[41]

相較國內學界普遍的質疑，姚大力則更重視

這一新範式對於反思以往單一的漢化視角，認識

今天多元一體中國的積極意義。在他看來，歷史上

的「中國」除了可以指漢族與漢文化外，也可以指

一個超越具體王朝的歷史連貫性的政治共同體。
[42]換言之，前現代的中國除了內涵一套文化觀念

外，也記憶體一套國家觀念。基於對後者的認同，

不僅漢、唐、宋、明等漢族政權均自稱「中國」，而

且公元10世紀前由非漢人群建立的「滲透性王
朝」及遼、金、清之類的「征服型王朝」也大都自稱

「中國」。[43]有鑑於此，姚大力將傳統中國劃分為

兩種不同的國家建構模式：以秦—漢—隋—唐—
宋—明等為典型的「漢族帝國模式」與崛起於漢
族帝國邊疆的「內亞邊疆帝國模式」，這兩種帝國

模式共同塑造了現代中國的政治版圖。他特別指

出：「中國目前的標準歷史敘事的最大缺陷之一，

就在於它把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建構，看作只是漢

唐帝國這樣一種模式不斷演化與拓展的過程。」
[44]姚氏的闡釋無疑具有可貴的超族裔情懷，但由

於對兩類帝國模式的劃分過於清晰，似乎忽視了

兩類模式之間可能存在的交互性。相反，鍾焓、沈

衛榮等學者則著眼於發掘古代中國「內亞」之延續

性，試圖將被「大元史」「新清史」等泛內亞視角所

割斷的元明清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更為有機

地連接在一起。如鍾焓《簡析明帝國的內亞性》一

文試圖從明帝國君主形象的多元性、明帝國疆域

內的多語種文獻「合璧」、明帝國「以教促政」的宗

教政策三個方面來舉證明朝所具有的「內亞性」。
[45]沈衛榮則通過漢、藏等多語種文本的對勘和解

讀，討論了蒙元王朝之於明代中國的政治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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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旨在揭示元明時期西藏政治與宗教多元中

所存在的國家治理的實質性與延續性。[46]

四

回顧晚清以來多民族中國聚合視域下的相關

理論言說，大致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往往集中於對「雙重民族認同」問題

的思考。雖然相關問題受到普遍關注是在新世紀

馬戎提出「民族問題去政治化」以後，時間上晚於

「救亡與啟蒙二重奏」之說，且影響遠無法與之相

比，但「雙重民族認同」自晚清成為問題以來往往

在中華民族重大的歷史關頭一再顯現，所以，它可

以說是貫穿百年中國現代轉型的基本問題之一，

是我們難以擺脫的歷史宿命。

第二，面對「雙重民族認同」困境，學界在普

遍承認中國、中華民族一體性的前提下，又有兩種

不同的取向。一是更為強調以國家主流文化（往往

表現為漢文化）積極整合邊疆少數民族文化；二是

更為強調各民族平等自主發展的權利，視其為實

現各民族團結、自然融合的必要前提。

第三，受制於「雙重民族認同」困境，前賢與

今人一直試圖努力尋找突破之法。一般較常見的思

路是在概念層面做文章，如對民族、種族、國族、

族群、宗族等詞彙的辨析；當然也有更具實踐特色

的理論構想，如「政治一體，文化多元」等；此外，

通過對中國、中華民族形成之歷史闡釋來加以超

克則是最為普遍、持續性的路徑，且往往是前兩種

思路的前提或基礎。

綜合上述三個特點，或許可以提出以下兩點

建議及延伸性思考：

（1）思考「何為中國」「何為中華民族」等問
題時，要有整體性的中國轉型歷史觀，不宜只就

現實看現實，更不能割斷轉型時期的歷史看問題。

比如近年來有關「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討論，就

把中國當下所出現的民族問題較多地歸於過往的

民族政策，歸於對蘇聯民族政策的效法。但前文

已經指出，「雙重民族認同」困境並非新問題，而

是轉型中國所持續面臨的老問題。不僅如此，就是

所謂「蘇聯民族政策」的影響和「政治一體，文化

多元」的思路也具有歷史性和複雜性。只有把現實

問題放到近百年中國轉型的長時段中加以思考，

才能有更為具體、深刻的體認。

（2）應當清醒且自覺地認識到，「雙重民族
認同」困境是轉型中國所面臨的基本問題之一，是

我們（當然也包括世界許多民族國家）無法擺脫的

歷史宿命，任何設想一勞永逸的解決辦法都是不

現實的。所以，面對該問題既要重視也應當保持平

常心，要學會換位思考。但是回顧歷史，人們往往

對此缺乏足夠清晰地認識，容易簡單、片面乃至極

端地看問題，甚至幻想畢其功於一役。這不僅造

成相關理論構建的諸多缺陷，而且往往也對現實

民族問題政策的制定、民族關係的處理帶來諸多

消極影響。

上述兩條建議是比較寬泛的，而就本文所考

察的物件來說，亟須省思的恐怕是對中國、中華民

族認知中的所謂「歷史迷思」。自「中華民族」觀在

中國誕生之日起，通過溯源歷史來闡釋其古老性

與連續性是非常普遍的做法，這不難理解，也可

說是天經地義。因為通過共同的歷史記憶、傳統、

神話、象徵將某些人群統一在一起是民族主義話

語慣常的方式。當一個國家或民族在面臨轉型的

重大歷史時刻時，往往需要通過回溯歷史來認識

自我、確定未來的方向。所以國人如此重視歷史，

通過歷史來回答「何為中國」「何為中華民族」具

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歷史從來都是複雜多樣

的，並不存在本質化、單一化的歷史。歷史回溯之

於未來的意義在於歷史與現實之間具體、複雜且

直面的對話。誠如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那句名

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47]說到底，歷史敘

述的意義根本上取決於對現實問題的關切和考

量，若非如此，歷史就不再是通向未來的橋樑，而

很可能會淪為某種抽象的模式，乃至自說自話的

臆想。然而，當下人們努力通過挖掘中國歷史「特

殊性」構建起的新的歷史敘事卻往往只有帝國、

民族、國家、天下等「類」概念之思，而普遍缺乏

「群己權界」之「公民」視角。這不消說與八十年代

思想解放之啟蒙思潮截然不同，就是與清末「變

法圖強」的努力也相去甚遠。不錯，自晚清以降的

現代化轉型直接起因於西方列強入侵所帶來的亡

國或亡天下危機，故而帶有相當的歷史悲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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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救亡圖存」的範疇。但「變法圖強」的初衷

其實是睜眼看世界、向世界學習，從而改造傳統之

道、祖宗之法，而學習西方、效法東洋，努力傳播

並打造「民族意識」或「國民意識」的目的，恰恰

在於喚醒四萬萬同胞，培養他們的國家意識、民族

意識與個體責任意識，使之從傳統臣民轉變為現

代國民或公民。此乃梁啟超「新民」說、魯迅「立

人」論的根本。所以，轉型中國初期之民族建構，

不僅包含著對外爭取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更

包含著對內提倡人民主權原則，重視社會的公平

與正義，且後者本應是前者之基礎。這只需要翻看

時人的一些論述[48]就不難發現。此一歷史關鍵實

在不能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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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and Ref lection: A Review 
of Related Theor y D iscourses f 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ethnic Chinese Aggregatio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u Ni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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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topic of “What is 
China” or “What is the Chinese Nation” has been heated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o some extent, thi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hat the Rising and Transforming China faces. This is 
not a new issue, but a contemporary manifestation of 
the dilemma of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empire 
to a modern nation-state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cept of Chinese Nation 
was created by int roducing the modern nat ional 
viewpoint, whereas burying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of the Dual National Identity, forcing the predecessor 
and the contemporary to f ind out a way to break 
through the Binary Thinking Dilemma. Among them, 
the most common and sustainable way to overthrow 
the Dilemma is making a concentrative interpretation 
to the par ticular ity of Chinese history. Although 
the effort provides different explanations to related 
issues, it gradually accumulates them into a certain 
Historical Myth, even far away the Original Intention 
unconsci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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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Dual National Identity, Tian Xia; Divers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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