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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政治整合是政治發展研究的一個基本課題。整合危機和認同危機被認為是後髮型國家政治

發政治整合是政治發展研究的一個基本課題。整合危機和認同危機被認為是後髮型國家政治發

展中面臨的嚴峻挑戰。如何提升後髮型國家的政治整合力是發展政治學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一種政治形態的整合力首先取決于該政治形態的性質，但政治性質

的變遷並不能自然而然地帶來政治整合力的提升，還必須建構一個能最大限度地聚集政治資源

的政治整合模式。而政治性質的變遷最終會體現到政治合法性模式的轉型和國家與社會關係形

態的變遷上來，他們是政治整合模式選擇的決定性因素。因此，研究政治整合問題需要從該政

治形態所建基的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國家與社會關係模式入手。這是本文的基本理論預設。

探索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轉型中的政治整合模式理論是本文研究的目的。為此，本文選取

具有鮮明危機性和轉型性特徵的晚清政治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比較紳士在晚清應對不同性質的

政治危機謀求政治整合過程中的獨特作用，分析其資源基礎、角色變化和背後的政治文化與政

治制度變遷，系統地歸納出中國傳統政治整合的獨特模式――知識權力化，並進一步析出中國

傳統政治的政治合法性模式――解釋性政治合法性，以及國家與社會關係的模式――基于紳士

為中介的官紳民關係。在此基礎上，將中國傳統的知識權力化政治整合模式同解釋性政治合法

性模式以及基于紳士為中介的官紳民關係模式有機地聯繫起來，形成本文的邏輯理路。

知識權力化是本文的核心概念。它是自隋唐確立科舉制度以來，逐漸形成的中國傳統政治

整合模式。知識權力化政治整合模式是一個集核心理念（道統）、核心知識（儒學經典）、核心

制度（科舉制）和核心群體（紳士）於一體的系統。它在中國傳統政治整合中發揮作用是基于

這樣的機理運行的：其一，中國傳統政治合法性模式是解釋性的合法性；其二，傳統中國朝廷

與社會的關係是以士人群體為中介的基礎上展開的；其三，分散的小農經濟不可能支撐龐大的

官僚管理機構，嚴重制約著朝廷的整合力和管理力；其四，由於土地兼並盛行，皇權一直受到

地方豪族的威脅。也就是說，不論是從建構合法性來源、應對分散化的管理，還是從化解地方

威脅，或者將朝廷的影響力向基層社會滲透，朝廷都需要幫手。這個幫手既要有理論解說力、

社會教化力、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還要有抗衡大土地所有者的能力。在傳統中國的諸階層中，

士人自然是充當這個幫手的最佳群體。因為他們是道統、禮制和知識的產兒，有勝任上述責任

的素質，其地位因不源于財富而具有不定性，不構成對皇權的威脅。因此，根據掌握經典知識

而制度化地向社會配置公共權力，便理所當然地成為朝廷整合社會的選擇。



受路徑依賴的支配，知識權力化模式具有明顯的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特性，晚清政治整

合的主導模式依然是知識權力化的。不過，晚清社會的變遷已嚴重地破壞了知識權力化模式的

政治生態。這主要表現為，內憂外患耗損了朝廷的整合資源，動搖了傳統知識的權威，引發了

傳統政治知識的危機，最終瓦解了解釋性政治合法性的根基，並推動它向有效性政治合法性模

式轉型；同時，以傳統知識為支撐的紳士的權威受到新興階層和傳教士的挑戰，士人不能一如

既往地承擔朝廷與社會的中介。尤其是，知識權力化模式有其自身致命的弱點和特定的適應

空間。那就是將權力與知識捆綁起來，極大地限制了配以權力的知識的範圍，扼殺了知識階層

的創新力，這在相對封閉的政治生態裏或許可以延續，但晚清已成中西方政治競爭之勢。知識

危機和政治主體與知識階層創新力的枯竭預示著晚清沿用知識權力化政治整合模式的風險和失

敗。

本文在研究思路上，跳出了傳統的財富――權力決定論，通過歷史分析，確證了中國傳統

政治生活中經典知識與權力的密切互動關係，推進了知識政治學的研究深度。這一進路在馬克

斯‧韋伯、巴林頓‧摩爾、舍勒、卡爾‧ A‧魏特夫等人著述中影約可見。正如韋伯說，那種

從經濟權力析出政治權力的辦法過于誇張，進而混淆了「經濟的」、「由經濟決定的」以及「與

經濟有關的」各種因素。從知識的視角來解讀政治、權力，將有助于政治學範式的轉型。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著眼於從歷史中發現政治問題，是從歷史的角度來揣摩政治的理性，

但不是歷史學的論文。所以在研究線路上的安排不是「歷史――歷史」，也不是「政治――政治」，

而是「政治――歷史――政治」。也就是，先做政治學理論上的假設，接著從歷史事實中對所假

定的理論進行分析和驗證；最後在對理論與經驗的綜合中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權力配置理論

和政治整合模式。既然不是歷史學的論文，也就不把注意力放在新史料的挖掘和考證上，而是

側重于用政治學理論對已有史料的梳理。力求實現思辨與驗證的統一。

本文的核心觀點是：政治整合模式必須以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國家與社會關係模式為基礎，

政治合法性模式和國家與社會關係模式的轉型對政治整合模式的建構和選擇具有支配作用。這

是轉型國家政治整合進程中必須遵循的內在規律。正如歷史揭示的那樣，知識權力化政治整合

模式是與解釋性政治合法性，以及以士人為中介的朝廷與社會關係模式相匹配的。在這一特定

的政治生態裏，知識權力化整合模式有效地動員了朝野的各種資源，較為成功地應對了一個個

傳統危機。但當封閉的政治環境打破後，異質危機凸現，原來的政治合法性模式、朝廷與社會

關係模式都面臨轉型的壓力，知識權力化政治整合模式也走到了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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