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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时代有自己独特的关于人类的认识ꎬ并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相类似ꎬ都以自己所知的政

治世界为人类的全部政治世界ꎬ且以自己为人类中心ꎬ立足于人类的普遍必然性来解释和分析人类诸多的政治

现象ꎮ 它体现在治理理论的议题上ꎬ就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中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关怀和普天之下的人类秩

序安排ꎬ儒家作为长期占支配地位的治理理论在这方面具有典范性的意义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人类关

怀ꎬ使得它具有了一种普遍主义分析视角ꎬ从人所以为人的必然属性及终极归属来思考人类治理的问题ꎬ坚定地

认为人皆可达到至善ꎬ在成就圣贤的路上一个也不能少ꎮ 但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据此而设计的天下秩序却

并非强调平等ꎬ而是突出了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异ꎬ四夷奉中华ꎬ中华教化四夷ꎬ夷夏有别ꎬ各得其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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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治理理论发源于西方的近代早期ꎬ并主

要立足于民族国家的实践ꎬ分析特定范围内的国

家组织如何解决自己的公共问题及有效保障公

民权利的问题ꎮ 虽然有的理论家如霍布斯ꎬ也立

足于普遍的人性来分析问题ꎬ〔１〕但其结论却主要

用来解决国家内部的公共问题ꎬ并以建构起代议

制民主框架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的ꎬ普遍的人性

和普遍的人权不过是衡量现代民族国家的普遍

政治尺度ꎮ 国家主权和普遍人权之间的关系在

广义的现代治理理论中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ꎮ
“人权和主权并不是对立的ꎬ对人权的保护是为

了更好的巩固主权ꎬ而对主权的维护是为了更好

的保障人权ꎮ” 〔２〕 现代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固然是

普遍人权ꎬ但由此形成的人类普遍秩序却不能不

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ꎬ主权国家在政治上互相

平等ꎬ从而国家间的普遍人权保障等就不能不主

要依赖于主权国家ꎮ 如果某主权国家不履行普

遍人权的保障义务ꎬ国际社会基于普遍人权保护

的理由ꎬ会积极地对主权进行干预ꎬ但干预的尺

度很难把握ꎬ而干预的结果也未必会有利于人权

保护ꎬ很多时候还产生了新的人权灾难ꎮ 国际社

会对利比亚战争期间的人权干预即是如此ꎮ〔３〕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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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西方政治思想家们设想并设计了人类永久和

平机制ꎬ但民族国家仍然是普遍性难以逾越的一

道门槛ꎬ许多普遍性地危害人类的行为都是在主

权国家间发生的ꎮ
中国传统治理理论与西方现代治理理论的

立足点不同ꎬ它立足于全人类范围内的公共问

题ꎬ关注人所以为人对政治的要求以及政治如何

满足人所以为人对政治的要求ꎬ聚焦于人类社会

范围内的兴公利和除公害ꎬ并以“公”作为人所

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性ꎬ而政治的目的就在于实现

普遍的“公”ꎮ〔４〕 从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立场

来看ꎬ政治原本并非必须之物ꎬ如果在人类的世

界中ꎬ人人都在个体的气质禀赋上得其“中”ꎬ而
无“过”与“不及”ꎬ那么“公”就无所不在ꎬ而人人

也都至于至善ꎬ皆是尧舜ꎬ那么政治就无存在之

必要ꎮ 政治的发生乃是因为在人的世界里总是

存在因气禀等造成的不圆满或缺憾ꎬ政治正是为

弥补缺憾和矫正过失而生ꎬ但政治又何以能弥补

与矫正呢?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认为政治所

以可能就是因为在宇宙中出现了自然而然的圣

贤ꎬ他们得气之中正状态ꎬ自然处在至善状态ꎬ内
含“不忍人之心”ꎬ外示人以“不忍人”之行ꎬ爱人

以德ꎬ爱人以礼ꎬ率先成为真正的人ꎬ政治就是圣

贤带领其他人“至于至善”而成人ꎬ圣贤的自然

产生就是政治所以可能和政治所以能弥补与矫

正的依据ꎮ〔５〕圣贤通过政治对人的爱不局限于一

国而普及于一切人ꎬ政治之爱人并不羁绊于利ꎬ
而是聚焦于善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所理解

的一切权威及一切秩序ꎬ在理念上ꎬ都只是为了

至善ꎬ而至善与否则需要有一个确定的形态及判

别标准ꎬ权威既以秩序来实现至善ꎬ也把至善呈

现为一种秩序ꎬ其中的权威就是圣王ꎬ而呈现至

善内容的天下秩序就是礼ꎬ礼既是单个人至善的

秩序呈现ꎬ在这个意义上ꎬ礼就是个体当然的行

为规范ꎬ也是人类整体的范围内至善的呈现ꎬ在
这个意义上ꎬ礼就是普天之下的当然秩序ꎮ 这

里ꎬ所谓普天之下ꎬ并不只是包含华夏ꎬ还包含了

蛮夷戎狄的四夷ꎬ虽然四夷可能未能及于礼ꎬ但

夷夏之间的秩序却必须合乎礼ꎮ

一、至于至善: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

人本主义的人类关怀

　 　 国家作为政治的标志ꎬ它的形成是人类历史

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ꎬ国家形成之前的人类或

人群处在史前蒙昧阶段ꎬ而国家形成之后的人类

或人群则处在文明阶段ꎮ 四大文明古国所以能

创造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世界ꎬ在根本上就是因

为它们在国家的诞生上走在了古代世界的前列ꎬ
并因此而得以组织起了有效的公共生活ꎬ促进了

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工ꎬ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及

精神财富ꎬ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在世界的竞争力及

影响力等ꎮ〔６〕但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ꎬ四大文明

古国中的三个都因为在国家形态上没有与时俱

进ꎬ而逐步地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消失得无影无

踪ꎬ只有古代中国因为在国家形态等方面的与时

俱进而得以将其早期的文明历史绵延不绝地传

承了下来ꎬ并使“中国人均 ＧＤＰ 在公元 １０００ 年

左右处于世界最高水平” 〔７〕ꎮ 西方自古希腊以来

的历史发展也在反复证明着国家的形成及其历

史发展ꎬ在各自文明的历史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

决定性作用ꎮ 西方中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ꎬ国家

的发达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明发达程度的

根本决定者和最显性的标志ꎬ自现代民族国家在

西方出现以来ꎬ西方就在国家形态上逐步地趋于

现代化ꎬ而民族国家及其相伴随的治理理论也因

此而成为现代国家及现代政治学的标杆性存在ꎮ
西方“政治学是在现代国家政权的框架下ꎬ以主

权国家和民主共和为政治理想ꎬ并在大学、研究

院等知识生产体制中以论文(及其变种ꎬ例如专

著等)得以再生产的知识体系”ꎬ“它必然以为现

代民族国家辩护为职责”ꎮ〔８〕 中国的历史及其国

家形态长期迟滞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延长线上ꎬ在
长期的历史发展中ꎬ虽然也有国家机器的日益精

巧ꎬ但在总体上却并未由此而趋向于现代国家ꎬ
其治理理论也一以贯之地延续着传统ꎬ并无趋向

于面向现代的根本性转变ꎮ “在中国ꎬ新东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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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只能在鸦片战争之后”ꎬ〔９〕 近代中国的民主

思想“以传述西方思想及其政制为起点” 〔１０〕ꎮ 中

国在国家形态及治理理论上发生根本性重大变

化ꎬ开始于 １９ 世纪后半期西方各发达国家在政

治及理论上的西学东渐ꎬ而国家建构及政治思维

的着眼点多受西方民族国家治理理论的影响ꎬ在
实践中遭遇了诸多难以在理论上自圆其说的尴

尬问题ꎮ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ꎬ但是行不

通ꎬ理想总是不能实现”ꎮ〔１１〕“为了解决中国理论

的建构度与话语权同中国实践的治理绩效与理

论需求不尽匹配的矛盾”ꎬ学者们开始反思西方

现代治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ꎬ并试图将这

种反思提升到政治思维的高度ꎬ“将政治发展普

遍规律从其单一西方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认识论

前提下ꎬ激活中国政治学的创新之源ꎬ唤回中国

政治学的致用之魂”ꎮ〔１２〕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思

维方式在这个背景下逐步地成为中国理论界的

一个焦点话题ꎬ不少学者都致力于学习和借鉴儒

家政治思维ꎬ要求承认中国古代以经学为核心的

政治思想具有“永恒和普遍属性为前提” 〔１３〕ꎮ
中国传统政治思维方式在整体上受儒家的

影响较大ꎬ某种意义上ꎬ儒家政治思想也可以被

看作是中国传统的主导性政治思想ꎬ不论是在政

治概念的供给上ꎬ还是在政治价值的引导上ꎬ亦
或是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与逻辑体系上ꎬ儒家都拥

有其他学派难以匹比的影响力ꎮ 从整体上看ꎬ中
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政治概念及政治思维根

本不同于西方现代立足于民族国家的政治思维ꎬ
并因此而具备在一定条件下纠正西方现代政治

思维偏颇的价值ꎮ “东方文化救世”自“五四时

期”出现以来ꎬ就屡有同情和支持者ꎮ〔１４〕 西方现

代治理理论虽然高度重视政治对人的重要价值ꎬ
并确立了以个体的权利为根本目的的理论框架ꎬ
但个体的权利毕竟只是人所以为人的一个主体

间性的维度ꎬ涉及到的问题仅限于价值的权威性

分配ꎬ人所以为人的其他方面的内容就不为西方

现代的治理理论所看重ꎬ而如何在社会上进行价

值的权威性分配却始终居于核心地位ꎬ不论是社

会个体ꎬ还是阶层及群体ꎬ还是公共部门ꎬ在考虑

政治问题的时候ꎬ几乎都在围绕谁如何得到什么

来展开ꎮ〔１５〕一方面是社会阶层、群体及个体都纠

结公共部门该如何组织才有利于自己的利益获

得ꎬ另一方面是公共部门如何通过政策及措施等

在社会中进行价值的权威性分配ꎮ 从这个意义

看ꎬ西方现代政治问题在思维方式上基本可以归

纳为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ꎬ聚焦的问题及争论的

焦点始终只是利益上的谁多谁少ꎮ 中国传统国

家治理思想则将治理理论的焦点问题聚焦于“成
人”ꎬ即政治的根本目标在于使人成其为人ꎬ而于

利益问题则曰“何必曰利”ꎮ〔１６〕西汉以后ꎬ儒家思

想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处于压倒性的优势ꎬ
其对政治本质的理解及对政治目的的表述也长

期规范着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框架及政治思维

形式ꎬ董仲舒所谓“正其义不谋其利”及“明其道

不计其功”ꎬ〔１７〕非常经典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

受儒家的根本影响ꎬ将焦点对准了普遍的道义ꎬ
却将功利放在了道义的附属地位上ꎬ有些儒家思

想家甚至是把功利放在了道义的对立面ꎬ必欲除

之而后快ꎬ直到鸦片战争后ꎬ还有思想家在反对

洋务运动的时候倡言“立国之道ꎬ尚礼义不尚权

谋”ꎬ“根本之图ꎬ在人心不在技艺”ꎮ〔１８〕这种言论

与西方现代国家谋求“永恒利益”的诉求相比ꎬ
明显地彰显了传统儒家影响下中国传统国家治

理思想的重义轻利与西方民族国家建立以来重

利轻义的重大不同ꎮ 如果说自西方国家开展殖

民运动走向全球以来ꎬ它们的国家形态及治理理

论就逐步地造成了一个文明冲突及霸权更迭的

政治世界ꎬ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长期以来孜孜

以求的政治世界则与此截然不同ꎬ它是一个各国

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和谐世界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孜孜以求的和谐世

界并不仅仅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和ꎬ利益的调和

只是政治生活的表象ꎬ利益调和的背后是每个人

都在努力地实现他的普遍至善本质ꎮ 儒家从寻

找人所以为人的本质入手来考虑政治问题ꎬ就会

不满足于让政治扮演一个利益调配者的角色ꎬ而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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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运用政治达成一个人人可以公正进行利益

调配的结局ꎬ其中一切参与利益调配的人并不只

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ꎬ更不是把利益调配的

关系转变为一个你争我夺甚至是你死我活的关

系陷阱ꎬ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要求一切人要站

在社会共存与社会和谐的整体角度来考虑利益

调配ꎬ以求“使老有所终ꎬ壮有所用ꎬ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ꎬ皆有所养”ꎮ〔１９〕在中国传统国

家治理思想看来ꎬ利益并不是实现自我的尺度ꎬ
人的价值不能用其所获得的利益大小来衡量ꎬ人
们追求自我的实现也不必将注意力集中在利益

的多少上ꎬ利益只需要能够维持生存而不必太

多ꎬ必要的利益获得确保人可以生存ꎬ但生存却

并不是人的目的ꎬ人的目的在于实现自己的“纯
粹至善” 〔２０〕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政治对于利益的权

威性分配就必须要统筹兼顾ꎬ务求使人人都获得

必要的物质保障ꎬ以便使政治能在“养民”惠政

的基础上ꎬ执行“教民”的惠政ꎬ以完成政治使人

“成人”的根本目标ꎮ “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

无养也ꎬ为之授田以耕之ꎻ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ꎬ
为之授地以桑麻之ꎻ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ꎬ为之

学校以兴之ꎬ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ꎬ为之卒乘

之赋以防其乱ꎮ” 〔２１〕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考虑

人所以为人的本质ꎬ主要是从伦理的层面进行ꎬ
强调人所以为人的本质就在于普遍存在的共同

至善ꎬ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这种普遍存在的

共同至善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对人性认识

即主要集中在伦理至善方面ꎬ主要关注人是否普

遍地具有共同至善ꎬ普遍具有的共同至善是否在

现实中完全兑现了ꎬ人们在实现共同至善方面的

条件及能力是否相等ꎬ什么样的人在共同至善的

普遍实现中负有重要使命ꎬ这些人是如何出现并

履行其使命的等ꎮ 宇宙间无所不在的气ꎬ在昊天

上帝的主宰下ꎬ气化流行ꎬ生人生物ꎬ人或物禀气

以生并因所禀赋之气的气质不同而不同ꎬ人以精

气生成ꎬ物以粗气生成ꎬ这是人与物的根本不

同ꎮ〔２２〕有的人在气化流行中只禀赋了精气ꎬ他就

是纯粹至善的圣人ꎬ而有的人则在气化流行中所

禀赋的精气中掺入了粗气ꎬ掺入了粗气就只能是

善恶混的凡人ꎬ凡人在自修之余ꎬ更需要政治的

强制帮助ꎬ否则就很难成人ꎮ〔２３〕 圣人以先知觉后

知ꎬ进而提携帮助后进ꎬ以实现“人皆为尧舜”的
理想状态ꎮ 中国传统政治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ꎬ
所注重的工作并不是利益分配方面的锱铢必较ꎬ
而是要实现一切人皆成为人ꎬ〔２４〕 圣人只有让一

切人都止于至善ꎬ他自己也才能真正至于至善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对人的关怀真正地具有

人类视野ꎬ每个人能否真正成为圣人ꎬ不仅取决

于自己是否止于至善ꎬ而且还取决于其他人是否

也都止于至善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人类关怀具有人

本主义的明显特征ꎬ这主要体现为伦理化的政治

思维方式ꎬ突出解决人的伦理本质要求于人的问

题ꎬ并认为这个层次的问题如果解决了ꎬ政治上

也就没有其他的问题需要解决了ꎮ 中国传统国

家治理思想认为人所以为人的本质在于伦理意

义上的纯粹至善ꎬ以其主流的看法来裁断ꎬ一切

人都有纯粹至善的本质属性ꎬ以这个本质属性为

依托ꎬ人类可以真正地处理好社会内部的问题ꎬ
使人能群而善假于物的方面充分发扬ꎬ既能有效

地发挥人类能群的能力ꎬ积极地创造丰富的财

富ꎬ又能以伦理上的纯粹至善来发挥人内在的仁

爱ꎮ “仁者ꎬ爱人”ꎬ〔２５〕就是每个人都要以成为君

子圣贤为己任ꎬ不如此就不能成人ꎬ从而不能实

现对自己的真爱ꎬ真爱自己就只能是成就自己的

德ꎬ人们一旦成就了自己的德行ꎬ达到了君子圣

贤的境界ꎬ他对其他人也就只有诚挚深沉的爱

了ꎬ爱别人的真谛只是助其止于至善ꎬ成就君子

圣贤之德ꎮ 自己不愿做一个嗜利小人ꎬ也不能让

其他人满足于做嗜利小人ꎬ“己所不欲ꎬ勿施于

人”ꎬ〔２６〕自己既然愿意成为一个君子圣贤ꎬ就要

助其他人也达成君子圣贤ꎬ“己欲达而达人”ꎮ〔２７〕

如果人人皆为尧舜了ꎬ那么人类就进入了传说中

的君子国ꎬ而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就无甚纷争而了

无遗憾了ꎬ在这种情况下ꎬ社会存在就不再需要

政治来进行价值的分配了ꎬ甚至也不需要政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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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所谓的纠纷了ꎮ 只要每个人具备了人所以

为人的全部伦理本质ꎬ这个伦理的纯粹至善本质

就会普遍地使人人都以仁爱的方式对待别人ꎬ而
只要人人都以仁爱的方式待人接物ꎬ他们彼此之

间也就没有什么需要借助于外界权威才能解决

的难题ꎮ 外在权威无所用ꎬ政治就在本质的意义

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ꎬ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

从人本的角度来考虑政治问题ꎬ政治在中国传统

国家治理思想中的终极归宿就只能是消亡ꎮ 现

代民族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其一国内部的政

治关系ꎬ基本就是利益关系ꎬ不仅政治是人们实

现一己利益的工具ꎬ而且政治本身也是一种重大

的利益所在ꎬ而政治的核心功能也就只剩下价值

权威性的分配ꎮ 在价值总量一定的情况下ꎬ政治

不管如何分配价值ꎬ其结果都只能是彼多此少或

彼少此多ꎬ而人们在这种利益博弈格局的政治中

也很难形成共利共害的共识ꎬ并因此而始终停留

在利归之于自而害归之于人的政治思维洼地上ꎬ
或是陷入“文明冲突”的焦虑ꎬ〔２８〕 或是陷入大国

互信的陷阱ꎮ〔２９〕 西方国家的政治作为社会纠纷

的调节者、解决者及利益的权威调配者ꎬ伴随着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ꎬ社会矛盾日趋激烈化ꎬ彼
此间的冲突越演越烈ꎮ 西方现代治理理论缺乏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那样的人本关怀ꎬ其在问

题的思考及解决上就不能不舍本逐末ꎬ从而只能

聚焦于如何正义地分配价值ꎮ 但是一方面ꎬ政治

所要解决的问题就越来越多ꎬ越来越复杂ꎬ越来

越难以下手ꎻ另一方面ꎬ政治本身也越来越复杂ꎬ
成为普通人很难有效施加影响的所在ꎬ精英和民

粹的对立日趋尖锐ꎬ正义地分配价值在“国家极

化”趋势上必然是越来越难于进行ꎬ〔３０〕 摁下葫芦

浮起瓢ꎮ

二、三纲六纪: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

尊尊亲亲的家国秩序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扎根于中国宗法血

缘的社会土壤ꎬ它在理论上将自上古以来就一直

存在的氏族血缘组织的宗法特质进行了自觉的

提炼ꎬ以一种相当务实的伦理态度来建构宗法血

缘组织内的人伦关系及其中每个人的仁爱心态ꎮ
虽然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考虑政治问题的范

式是普遍主义的人本方式ꎬ试图在确定人的普遍

必然性的基础上来确定人应有的存在目的及存

在方式ꎬ并将政治等作为人的价值实现或伦理完

善的有效工具ꎻ〔３１〕 但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

不仅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中ꎬ而且它自身也

只能是特定社会环境及具体历史过程的产物ꎬ因
而它关于人的普遍主义的思考也就仍然摆脱不

了特定社会背景及历史过程的影响ꎬ从而在实质

上也就只能是某种具体的特殊ꎬ而不能是某种脱

离了具体特殊的抽象一般ꎬ实际上ꎬ那样的抽象

一般也是不存在的ꎮ 在世界范围内ꎬ人类在长期

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ꎬ而不同的文明类

型既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内容上ꎬ也表现在社会组

织体系的特质上ꎬ还表现在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

人们在社会心理及文化观念等方面的明显差异ꎮ
史前时期的许多人类群落在文明的程度上或积

累不够ꎬ或长期迟滞ꎬ并最终淹没在了历史的尘

埃中ꎮ 只有少数人类群落产生了文明的突破ꎬ在
比较发达的社会生活内容及日益复杂的社会组

织上ꎬ产生了各自的国家组织ꎬ而不同的人类群

落在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及国家形态上虽然各自

有自己的整体性和统一性ꎬ但彼此之间却存在着

明显的不同ꎮ 不同的社会生活内容ꎬ影响并主导

了不同社会的组织形式及核心特点ꎬ而不同社会

的组织形式及核心特点ꎬ又影响并主导了各自的

国家形成路径和国家形态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

思想立足于中国ꎬ在实现文明的突破而进入国家

阶段时ꎬ史前阶段的血缘性氏族组织网络不仅没

有被打破ꎬ而且还在进入国家阶段之后得到了有

意强化ꎬ不仅社会生活及社会组织保存了比较完

整的氏族组织的血缘宗法特质ꎬ“早期国家机器

的各个环节是由氏族公社内部的各级家长演变

而来的”ꎻ〔３２〕而且国家形态及其组织系统也保存

了比较完整的氏族组织的血缘宗法特质ꎬ“国家

成立以后很久的时期ꎬ氏族纽带还很强韧地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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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ꎮ〔３３〕一方面是氏族组织网络在权威的属性

及规范的特征上普遍地政治化了ꎬ家国同构ꎬ君
父一体ꎬ民以君为父ꎬ君以民为子ꎻ另一方面是在

国家范围内的一切政治关系等都沾染有血缘的

色泽ꎬ并以强化血缘关系作为改善政治关系的有

效手段ꎬ仁爱而非法律在人们日常关系的处理中

占据支配地位ꎮ
中国宗法血缘组织网络的社会基础ꎬ在根本

上决定了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在考虑人与人之间

如何相处的时候采取了不同于自古希腊以来的

利益博弈方式ꎬ而采取了一种集团式共享的方

式ꎮ 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中ꎬ社会个体无时

无刻不处在宗法血缘的组织网络之中ꎬ在时间的

维度上是如此ꎬ生于斯ꎬ长于斯ꎬ葬于斯ꎬ即使一

个人因为某种原因离开家族或宗族ꎬ也必定会在

一定的时刻要叶落归根ꎬ回到自己的家族或宗族

中来ꎻ〔３４〕在生活的内容上亦复如此ꎬ一个人的生

活及其他活动基本都可以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

内展开ꎬ 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事项ꎬ 概莫能

外ꎮ〔３５〕如此众多的人们长时期地聚居在一起ꎬ如
何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中国传统的血

缘宗法组织迥然不同于西方古代以来的依法调

节人们利益关系的方式ꎬ而是依靠家族或宗族等

尊长的权威ꎬ在家族或宗族内部ꎬ以彼此互爱的

方式ꎬ来协调人们的利益需求ꎬ以便使社会组织

网络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ꎬ“人不独亲其亲ꎬ不独

子其子ꎬ使老有所终ꎬ壮有所用ꎬ幼有所长ꎬ鳏寡

孤独废疾者ꎬ皆有所养”ꎮ〔３６〕 在物质财富不丰厚

的古代社会ꎬ整个氏族、宗族或家族内部要达成

各得其所的利益分配格局ꎬ就不能诉诸于让个人

为自己的利益而充分博弈ꎬ而只能诉诸于各自都

节制自己的利益需求ꎬ并在总体上确立利益共享

的分配原则ꎬ这个原则概括地说就是荀子所谓的

“礼”ꎮ〔３７〕荀子在分析世界万物根本差异时非常

强调人之所以异于他物的重要标志ꎬ就是人能群

而其他物不能群ꎬ而人所以能群的关键又在于人

知礼义ꎬ并由此而使得人群免于无休无止的利益

纠葛ꎬ而能致力于人群的和谐及善假于物的事

业ꎮ〔３８〕荀子认为ꎬ如果缺少必要的协调机制ꎬ任
由人们各自驱使无穷的欲望在有限的财富之间

进行博弈ꎬ那么人群内部的利益争执就势所难

免ꎬ而为了避免人群内部的利益争执导致人类社

会难以为继ꎬ就必须要改造人的自然性ꎬ使人人

都遵守利益分配原则的礼ꎬ实现人群内部的利益

共享ꎬ既巩固了人与人之间的爱ꎬ又维护了宗法

血缘组织的和谐有序ꎮ〔３９〕 当然ꎬ人群内部的利益

分配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ꎬ而生存只是追

求伦理至善的前提ꎬ作为追求伦理至善前提的生

存并不要求占有大量的财富ꎬ片面地追求财富数

量必然会妨碍一个人实现其伦理至善ꎬ所以中国

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在物质财富占有上一直有着

节制欲望的意识ꎬ孔子所谓“克己复礼”ꎬ孟子所

谓“收放心”等ꎬ皆有节制欲望之意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把“成人”作为人的

普遍性根本目标ꎬ〔４０〕 但人所以为人却又主要是

因为实现了自己的伦理善性ꎬ而成为一个合乎宇

宙万物普遍必然规律的存在ꎬ物质财富的多少及

其分配原则原本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尺度ꎬ或者说

物质财富分配恰当乃是人皆为尧舜之后的一个

当然结果ꎮ 在一个家国同构的共同体中ꎬ政治的

核心职能并不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ꎬ而是确立普

遍意义上的伦理至善的崇高地位ꎬ并致力于在每

个社会个体的身上实现普遍意义上的伦理至

善ꎮ〔４１〕虽然彼此都是伦理至善ꎬ但在共同体的每

个人身上ꎬ它的具体表现及行为要求等并不雷

同ꎬ而是因社会个体所扮演或担当的社会角色而

各有不同ꎮ 这种各有不同在根本上即来源于宗

法血缘社会中的社会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
作用与地位等各不相同ꎮ〔４２〕 正因为彼此在角色、
作用与地位方面的各不相同ꎬ才能形成一个虽然

个体彼此不同但却达到了整体之“和”的社会关

系网络ꎬ才能维护和巩固宗法血缘组织网络的贵

贱有等、尊卑有序的局面ꎬ才能达到社会个体成

员各得其所的结果ꎮ 这既是“和而不同”在社会

秩序层面上的具体体现ꎬ也是礼的原则所要求于

社会整体及各个个体的ꎬ“礼之用和为贵”ꎬ〔４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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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的就是社会组织之整体性上的 “和”ꎬ而

“和”的实现却是以个体之间尊卑贵贱等的行为

规范差异为前提的ꎬ否则社会生活的起码秩序就

会“同则不继”ꎮ〔４４〕 儒家理论自觉地反映了宗法

血缘社会组织对人的普遍性价值要求ꎬ并以宇宙

万物的普遍必然规律等为依托ꎬ来论述人在宗法

血缘社会组织网络里的自觉使命和伦理担当ꎮ
自西汉独尊儒术以来ꎬ儒家理论就在个体使命确

定与社会秩序安排的理论证明方面发挥着主要

的作用ꎬ一方面ꎬ儒家执著地寻找着每个人担负

有纯粹至善伦理使命的普遍必然依据ꎬ或者将普

遍必然依据诉诸于伦理性的主宰之天ꎬ“人受命

于天ꎬ有善善恶恶之性”ꎬ〔４５〕 或者将普遍必然依

据诉诸于普遍存在于万事万物中的本体性内容ꎬ
“性者ꎬ人所受之天理”ꎬ〔４６〕以便确认社会中的每

一个人都负有平等的伦理使命ꎬ即每个人都必须

努力地达到纯粹至善ꎬ以完成自己所担负的伦理

使命ꎻ另一方面ꎬ儒家还要在社会整体的意义上

寻找宇宙万物普遍必然性的具体表现ꎬ以确立人

与人之间的必然关系及每个人在人伦之间的具

体行为范式ꎬ如此就可以在人们之间广泛地确立

起尊卑贵贱的必然性政治关系ꎬ以尊使卑ꎬ以贵

凌贱ꎬ既确立主从关系ꎬ形成治人与治于人的社

会分工ꎬ也确立各个角色的应然行为规范ꎬ践行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ꎮ 两个方面兼备ꎬ人们就实现

了自己身上所蕴藏的宇宙万物的普遍必然性ꎬ并
由此而达成了自己的纯粹至善ꎬ完成了自己的成

人目的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虽然强调每个人都

负有实现自己身上伦理至善的崇高使命ꎬ但也承

认在实践中绝大多数人都缺少足够的道德素质ꎬ
从而并不能依赖自己的道德努力而至于至善ꎬ而
必然也必须要借助于圣人的帮助提携ꎮ 那些在

伦理道德上拥有优势的圣人ꎬ就要在“人皆为尧

舜”的成人事业中ꎬ发挥至关重要的枢纽性作用ꎬ
圣人为君ꎬ承天之命ꎬ而教养万民ꎮ “天之生斯民

也ꎬ以教养托之于君”ꎮ〔４７〕当然ꎬ作为圣人发挥重

要作用的第一步乃是圣人为王ꎬ并进而以圣王为

前提ꎬ来形成政治系统ꎬ以实现圣王对民的控制ꎮ
在这个政治系统中ꎬ圣王代天养民、教民、治民ꎬ
扮演“出令者”角色ꎬ民则只能被畜养、被教化、
被治理ꎬ并扮演“出粟米麻丝” “作器皿” “通货

财”“以事其上”角色ꎮ〔４８〕 圣王作为“成人”道路

上的先知先觉者和先进者ꎬ他的任务就是要将普

遍之天道引到民间ꎮ 一方面ꎬ他要积极地建构起

体现普遍必然之天道的社会组织网络及社会秩

序系列ꎬ将普天之下的一切人纳入一种普遍必然

的永恒秩序之中ꎬ这种永恒秩序按照汉代天人合

一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的话ꎬ就是每一个事物的必

然属性以合乎宇宙万物普遍规律的必然性联系ꎬ
组成了一个必然性的宇宙万物的普遍秩序ꎬ并和

谐地维持着彼此间的关系ꎮ〔４９〕 另一方面ꎬ圣王还

要以王道教化万民ꎬ使他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身

上的普遍必然性ꎬ并按照自身所固有的普遍必然

性的要求ꎬ来视听言动、举手投足ꎬ以便能够合乎

社会中普遍必然性规范的要求ꎬ即每个人都要以

自己自觉到的本身之五常ꎬ来规范和约束自己ꎬ
务必使自己的行为能够合乎普遍必然的社会秩

序之三纲ꎮ “王道之三纲ꎬ可求之于天” 〔５０〕ꎬ“天
不变ꎬ道亦不变”ꎬ君为臣纲ꎬ父为子纲ꎬ夫为妻

纲ꎬ每一个纲都有阴阳双方ꎬ三纲共有六个方面

的阴阳内容ꎬ君父夫为三阳ꎬ臣子妻为三阴ꎬ三阳

三阴合起来为六纪ꎮ 六纪虽然在总体上都体现

了天道的要求ꎬ合乎宇宙万物之间的普遍必然规

律ꎬ但彼此间却在内容上完全不同ꎬ并形成了三

对主从关系ꎮ 从三纲六纪的角度来看ꎬ社会秩序

中的普遍必然ꎬ无非就是人际彼此之间的尊卑贵

贱主从等关系ꎮ 在儒家治理理论的视域内ꎬ人际

之间阴阳关系的实现及维持ꎬ就是人性中普遍必

然在社会生活中的客观表现ꎬ一个人是否达成了

其成人的目标ꎬ也要由此而予以判断ꎮ 每个人都

成人的结果ꎬ就是形成了一个三纲六纪的家国政

治秩序ꎬ其中既有血缘亲情的亲亲之爱意ꎬ也有

尊卑贵贱长幼主从的尊尊之主从ꎬ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ꎬ各安其分ꎬ各得其所ꎬ其间的关系模式亘古

不变ꎮ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ꎬ昭然如日星之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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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夷夏有别: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

尊夏贱夷的天下秩序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虽然抱着人本主义

的态度看待政治ꎬ将政治看作是实现至善的善

业ꎬ并因而将政治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善ꎮ〔５２〕 但是

它又强调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能依靠自己

的道德自觉而实现其本有的至善ꎬ而且不同的人

因为各自的气禀有异ꎬ因而需要政治帮助的内容

及力度等也各有不同ꎮ 因为中国传统国家治理

思想认为宇宙间存在着一个伦理上至善的人格

化的主宰者ꎬ所以在儒家看来ꎬ宇宙间的万事万

物都有一个至善的目的及至善的归宿ꎬ只是各自

实现自己至善目的和达到自身至善归宿的方法、
路径等各不相同ꎮ 人之外的自然界万事万物ꎬ它
们主要依靠自然的力量ꎬ调节自己在气化流行中

的过与不及ꎬ〔５３〕而人则主要靠自己的道德力量ꎬ
提高修养ꎬ自觉地调整自己的状态ꎬ纠正自己在

气化流行中的过与不及ꎬ而达到至善的中正状

态ꎮ 当然ꎬ人类中的极少数也可以依靠自然的力

量而达到气化流行的中正状态ꎬ从而呈现出自己

的纯粹至善内容ꎬ此即所谓天生圣人ꎬ也即黄宗

羲所谓“宇宙一团生气聚于一人” 〔５４〕ꎮ 但这种情

况却极为罕见ꎬ最乐观的情况也得五百年一遇ꎬ
此即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５５〕ꎮ 传统儒家还

进一步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因气禀不同而形成

的伦理差异ꎬ扩大为天下不同区域的人群之间的

气禀不同和伦理差异ꎬ形成了一种夷夏有别的天

下秩序理念ꎮ 华夏大地上的人群ꎬ具有较为纯正

的气禀ꎬ在伦理上更接近于至善ꎬ有尊卑贵贱长

幼男女之别ꎬ处在政治上的先进地位ꎬ居天下之

中ꎬ故华夏亦称中国ꎬ历代圣贤及其所传之道ꎬ只
在中国传承ꎬ“尧以是传之舜ꎬ舜以是传之禹ꎬ禹
以是传之汤ꎬ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ꎬ文武周公传

之孔子ꎬ孔子传之孟轲”ꎬ〔５６〕 其后宋明理学家又

承接孟子ꎮ 中国作为政治概念渊源甚久ꎬ但至少

在儒家形成之初ꎬ就已经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在政

治上高度先进的区域ꎬ并以中国为华夏的同义

词ꎬ与华夏以外政治上落后的蛮夷戎狄相对应ꎬ
形成了尊华夏而贱四夷的政治观念ꎮ〔５７〕 华夏作

为中国ꎬ其所以尊贵ꎬ就在于它拥有较多的政治

上的文明性和伦理上的至善性ꎬ中国传统国家治

理思想所标榜的人所以为人的贵贱、上下、尊卑、
长幼、男女之别ꎬ而蛮夷戎狄所以卑贱ꎬ也正在于

它具有以华夏伦理来衡量的诸多政治上的野蛮ꎬ
不具备以华夏伦理标准而应有的秩序建构和名

分序列ꎮ 蛮夷戎狄在地理位置上环绕着中国ꎬ他
们一方面以距离中国的远近而再次分别出政治

及伦理上的优劣ꎬ距离中国较近ꎬ就拥有较高的

政治文明和伦理善性ꎬ距离中国较远ꎬ就拥有较

低的政治文明和伦理善性ꎬ«禹贡»里的五服思

想就是“对夷夏分布格局的理想化追求ꎬ欲在天

下范围内建立严格明晰的夷夏秩序” 〔５８〕ꎮ 另一

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文明程度及伦理上的善性

多少也取决于他们对华夏文明的态度ꎬ取决于他

们对华夏王朝的皈依程度ꎬ蛮夷戎狄越是向往和

羡慕华夏文明ꎬ就越是自觉地皈依华夏王朝ꎬ就
越是拥有较高程度的政治文明和伦理善性ꎬ反过

来说ꎬ蛮夷戎狄越是敌视和排斥华夏文明ꎬ就越

是自觉地抗拒华夏王朝ꎬ从而也就越是拥有较低

的政治文明和伦理善性ꎮ 西方人作为夷人来到

中国ꎬ也受到了清王朝基于夷夏秩序的对待ꎮ
１８、１９ 世纪ꎬ“中国翻译中的‘贬损西方’” “是因

为中国数千年形成的‘天朝上国’心态、根深蒂

固的文化优越感及对西方的‘他者’想象”ꎬ汉文

版本的外交文书无不贯彻着尊中华而贱四夷的

传统政治意识ꎮ〔５９〕

虽然在理论上ꎬ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承认

人皆可为尧舜ꎬ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的历史终端而

已ꎮ 如果人类在实践中达到了这个理想状态ꎬ人
皆为尧舜了ꎬ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平等性就完

全实现了ꎬ而如果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差异消失

了ꎬ那么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伦理善性差异及

政治文明程度差异也就不存在了ꎮ 但这不过是

一种理想状态的理论假设ꎬ因为儒家思想家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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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ꎬ人在经验的世界中永远都达不到先验世界

里那样的伦理完美ꎬ经验中的宇宙在气化流行中

总会出现过与不及ꎬ而经验中的人也都是气化流

行万有不齐的产物ꎬ人的气禀有过ꎬ有不及ꎬ也有

中正ꎬ但中正毕竟极其稀少ꎬ从而在经验世界中

未可期待ꎬ经验世界中的人因为气禀的过或不

及ꎬ总会在伦理善性的经验呈现上出现偏差ꎬ从
而未能自然而然地至于至善ꎬ也未能自然而然地

止于至善ꎮ 普通人在经验的世界中很难展现自

己纯正的伦理至善ꎬ即便是一时达到了至善ꎬ也
需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而努力保持至善ꎬ稍一松

懈ꎬ就可能偏离伦理至善ꎬ而由天理返归人欲ꎮ
理学家把“存天理灭人欲”中的天理与人欲在人

心中的搏斗ꎬ理解为一个与自己的欲望进行血战

的过程ꎬ就相当直观地呈现出了人止于至善的经

验过程ꎬ远远不是自然而然那样的轻松ꎮ〔６０〕 在经

验的世界中ꎬ华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文明程度和

伦理善性差异也会永远地存在ꎮ 一方面ꎬ华夏之

中国居天下之中ꎬ而蛮夷戎狄之地环绕中国ꎬ这
种地理区位的差异不会消失ꎬ而地理区位的差异

又直接决定了宇宙气化流行在中国与蛮夷戎狄

之间的结果ꎬ必然体现为中国人与蛮夷戎狄之人

在伦理善性上的重大不同ꎬ此种重大不同又在根

本上决定了中国居中以制四夷的天下政治秩序ꎮ
另一方面ꎬ蛮夷戎狄之地也缺少所谓王道教化的

内容ꎬ蛮夷戎狄既不能通过宇宙气化流行之中正

而获生自己的圣人及王道ꎬ又不通文教而不能在

内容上接受华夏之古圣先王之王道ꎬ因此在自然

而然的夷夏关系中ꎬ华夏相对于蛮夷戎狄的伦理

先进性优势并不会遭受挑战ꎬ而蛮夷戎狄在伦理

上的滞后性等也无从改变ꎬ从而在经验的世界中

夷夏关系从未曾发生实质性的改变ꎬ中国传统国

家治理思想建立在夷夏有别基础上的华夏居中

以制四夷的天下秩序也未尝稍变ꎮ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天下包含着中国

与四夷ꎬ天下秩序就是尊中华而贱四夷的夷夏有

别的秩序ꎬ天下之中心为中国ꎬ边缘为四夷ꎮ 明

代开国前夕ꎬ朱元璋发布的«谕中原檄» 指出ꎬ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ꎬ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ꎬ夷狄

居外以奉中国ꎬ 未闻以夷狄居中国 治 天 下

也”ꎮ〔６１〕只要天下的政治结构如此ꎬ夷夏关系及

天下秩序的基本内容就不会改变ꎬ中国传统国家

治理思想在这种情况下的治理方略就是以华制

华和以夷治夷ꎮ 所谓以华制华ꎬ就是要以中华历

代先圣先王之道ꎬ治理中华大地ꎮ 中华大地上的

人们在气质禀赋上要远远超过四夷ꎬ从而普遍具

有通过教化而成人的潜质ꎬ又有历代圣贤所传的

绵延不绝的王道ꎬ更有在成人道路上先知先进的

天子ꎮ 中华大地上的天子之治ꎬ其根本目标是在

中华民众中实现普遍意义上的伦理至善ꎬ务求每

个人“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ꎬ“尽乎天理之极ꎬ
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ꎬ〔６２〕爱己爱人ꎬ成己成人ꎬ
视听言动、举手投足合乎礼ꎬ中华之治的最高责

任人是天子ꎮ 所谓以夷治夷ꎬ就是授权夷酋以夷

俗治四夷ꎬ四夷之治务求适合夷情ꎬ而未可期望

其治理可以达到让夷人至于至善的成人目的ꎮ
四夷之人在气质禀赋上驳杂不纯ꎬ粗气较重而至

于使其难以被王道所教化ꎬ虽不能否认其仍然具

有成人的至善潜质ꎬ但其去粗存精的工作实在是

过于繁难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人性难明ꎬ而未

能至于至善ꎮ 虽然如此ꎬ天子对于夷人也不能完

全弃之不顾ꎬ还需要本着“天地之大德曰生”的

精神ꎬ使夷人各自安生ꎬ维持和巩固以夷治夷的

态势ꎮ 一方面ꎬ天子毕竟是天下之共主ꎬ虽然治

理中华是天子的主业ꎬ但是也不能因此而挤逼夷

人的生存空间及资源ꎬ不仅不侵占夷人之土地、
财产ꎬ而且还会以贸易等方式ꎬ改善夷人的生存

条件ꎮ “我大皇帝一视同仁ꎬ准尔贸易ꎬ尔才沾得

此利”ꎬ“外夷若不得” “无以为命”的茶叶等“听
尔年年贩运出洋”ꎬ“恩莫大焉”ꎮ〔６３〕另一方面ꎬ天
子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还可以救助夷人之难ꎬ
这既包括在夷人彼此的斗争中保护和救助其中

失败的弱者ꎬ使其不至于被征服或灭绝ꎬ隋朝对

东西突厥即采取这种方式ꎻ〔６４〕 也包括采取措施

在秩序失控的夷人居住区清除匪患ꎬ恢复秩序ꎬ
恢复正常生活ꎬ明朝郑和下西洋时ꎬ清除海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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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要道上的陈祖义武装集团ꎬ“海道由是而清宁ꎬ
番人赖之以安业”ꎻ〔６５〕另外ꎬ在非常情况下ꎬ天子

还会在华夏划出一定的土地ꎬ保留夷人的社会组

织及治理权威等ꎬ给予必要的生存资助ꎬ安置夷

人ꎬ如东汉初年光武帝之待南匈奴ꎮ〔６６〕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的天下秩序虽然强

调夷夏有别ꎬ并分别以不同的治道来治理ꎬ以便

将夷夏之间的关系及尊卑主从秩序一劳永逸地

确定下来ꎬ形成一种共存格局ꎮ 但夷夏关系却常

常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动ꎬ导致夷夏的政治碰撞ꎬ
发生诸多的以夷变夏现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中国

传统国家治理思想通常都会明确地提出自己处

理夷夏碰撞现象的指导原则ꎬ概括起来说就是

“以夏变夷”ꎮ 虽然夷人在整体上居留其定居地

的时候并不能如华夏人民一样ꎬ依靠自己的道德

努力及王者之治ꎬ呈现出自己的纯粹至善而成

人ꎬ但是这并不排除夷人中的极少数精英在气化

流行中也有脱颖而出的可能ꎬ他们在自发的情况

下也能部分地展现出先王之道的内容ꎬ以至于有

时候颇让华夏士人有“礼失而求诸野”的感觉ꎬ
明清之际的士人面对西学更是提出了“西学中源

说”ꎬ将西方的天文、地理、历法等知识ꎬ挂上了古

代华夏之学的标牌ꎮ〔６７〕 华盛顿在美国开创现代

共和国的举动也被中国传统儒家一些人物看作

是“几于天下为公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６８〕 的作

法ꎮ 夷人之中的先进事物或学说等在有些学者

看来ꎬ不过是他们不自觉地实践了以夏变夷的结

果ꎮ 有些学者面对涌入华夏大地的夷人及其思

想等则明确地反对以夷变夏ꎬ而自觉地提倡以夏

变夷ꎮ 有些学者不能接受华夏之内有任何夷人

或夷物等ꎬ他们所谓以夏变夷就是以夏排夷ꎬ不
让华夏大地上有夷人ꎬ如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

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杨光先即属此

类ꎬ〔６９〕 再如坚决反对向西方学习洋务的倭仁等

也属此类ꎬ“天下之大ꎬ不患无才”ꎬ“何必师事夷

人”ꎮ〔７０〕有些学者虽然并不完全排斥夷物ꎬ认为

夷物的移入是势所不能免ꎬ且有益于国ꎬ但夷物

必须以华夏之核心价值驾驭之ꎬ著名的说法就是

中体西用ꎬ他们所谓“以夏变夷”ꎬ就是用中国传

统意识形态驾驭西方传来的新事物ꎬ明确主张

“中体西用”ꎮ〔７１〕 有些学者的以夏变夷则涉及到

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集团的改造ꎬ主张用

传统的儒家之道来改造少数民族统治集团ꎬ使他

们自觉地信奉和践行儒家之道ꎬ达到将曾经是夷

人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文化上改造为华夏人ꎬ他
们所谓“以夏变夷”就是改造少数民族大一统王

朝的统治集团ꎬ使他们在文化上由夷而变为夏ꎬ
元代的郝经等对蒙元王朝即持这种主张ꎮ〔７２〕 这

个意义上的以夏变夷ꎬ并不是夷夏有别的天下秩

序的常态ꎬ它的常态则始终是夷夏有别的大前提

下高扬华夏的核心价值和崇高地位ꎬ维护亘古不

变的尊中华而贱四夷的天下秩序ꎬ并将零星汇入

华夏的夷人完全地中国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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