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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以科举制为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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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仁宇悖论描述了中华帝国组织形态松散关联但国家秩序坚韧稳定

的矛盾特点。本文以科举制为线索，着眼于历史上中华帝国的观念制度来解

读这一悖论，特别是这一松散关联组织形态的机制和过程。在中国历史上，

科举制度提供了观念一体化的组织基础，导致了官僚体制内外正式与非正式

制度的双向渗透和互构，国家与基层社会上下名与实的仪式性连接。这一观

念制度提供了各地区、各层次间的同构性和相互关联，同时造就了一个松散

关联的官僚组织。结束部分的“余论”指出，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发生

了重要转型，从观念一体化转向为组织一元化，为国家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鲜

明的特点和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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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仁宇悖论与国家秩序：研究问题

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了一个看来颇为矛盾费解的

现象：在中华帝国历史上，一方面，社会内部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

“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有如今日美国的‘潜水艇三明治’

（狊狌犫犿犪狉犻狀犲狊犪狀犱狑犻犮犺），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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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

（黄仁宇，２００６：２２７）。另一方面，帝国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皇权

世代沿袭，数百年一脉相承。黄仁宇笔下的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但

首辅大臣各守其责，官僚机器运转如常。类似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长

期存在：一方面，秦汉以来郡县制上的中央集权，政令自中央出，一统威

严；另一方面，国家规模和行政架构有限，向下渗透有限，表现出简约国

家的特点（犛犽犻狀狀犲狉，１９７７；黄宗智，２００７）。这一组织形态随不同朝代的

统治力度而起伏波动，但历经两千年而大致不变。这种组织形态松散

关联而国家秩序坚韧稳定的国家治理特色，笔者称之为“黄仁宇悖论”。

这一观察引出一系列研究问题：黄仁宇悖论现象折射出的国家治

理制度背后有着怎样的组织机制？为什么松散关联的组织状态可以与

中央集权体制共生并存？周雪光（２０１４）的“帝国逻辑”理论提供了一个

分析解释的思路。中国国家治理面临着“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基

本矛盾，国家治理的制度设施应对这一矛盾而演变发展起了一统观念

制度与官僚体制这两大基石。帝国逻辑的核心在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

制度间的互为依赖以及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间（名与实间）的互为

转化。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笔者更多地偏重于官僚体制在国家治理

中的地位角色（周雪光，２０１７）；本文从组织学角度讨论中华帝国“观念

一体化”这一突出特点，以期解释黄仁宇悖论发生的机制和条件及其蕴

含的国家治理逻辑。

本文的中心命题是：中国大历史上的国家治理主要是基于观念一

体化的制度安排之上，并体现在两个互为关联的过程中：观念的同构性

过程和组织结构的松散连接。如道格拉斯（犇狅狌犵犾犪狊，１９８６）所言，制度

是可以思维的：这一系列的制度设施塑造了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进

而制约了国家治理的运行轨迹。观念建立在组织制度之上，组织为观

念所整合，观念制度与组织制度之间有着或互为强化或互为替代的微

妙关系。文化观念的一体化促就了官僚体制中松散关联的组织形式，

为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之间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为中国国家

治理带来了诸多鲜明特点。科举制度在两者的连接和互动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本文以科举制度为切入点，依凭史学研究成果来探讨历史上科举

制度与帝国逻辑的关联和意义。本文结构如下：首先，借用史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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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中华帝国历史上的观念一体化现象。在此基础上，提出观念一体

化与组织同构性的分析框架；进而借用明清地方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发

现来阐述具体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并讨论观念一体化与帝国逻辑的关

系。在本文结束部分，反思当代中国从观念一体化到组织一元化的历

史转变，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

二、科举制：中国历史上“观念一体化”的制度基础

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生长和分居于不同

区域空间、足不出乡的学子，经科举入仕，继而外派为官，各地流动，常

常经历千里迢迢的旅途跋涉；每到一地，方言相隔、风俗各异。从史籍

记载和官箴书的谆谆告诫中不难窥见，流动的官员上任就职遭遇到各

种软硬明暗的敌对态度和刁难行为，这一治理模式的交易成本之高昂

可以想见。在疆域辽阔、多元分化的中华帝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依赖于

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体现在自上而下调遣的官员空间流动。在这一

体制中，如何确保属地官员的忠诚、各地区间的凝聚整合是一个极大的

挑战。然而，虽然官员频繁流动中有各种困难，但从总体上看，层层点

点，日日月月，穿梭流动，千年承续，居然大致衔接顺畅，对政权运作未

有大的波动震荡。何以使然？

笔者以为，黄仁宇悖论中呈现的松散组织形态与中国历史上的观

念一体化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所谓观念一体化是指中国历史上政教合

一的一统观念弥漫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区域的情形，与欧洲社

会中政教分离、专业分化的特点形成鲜明对比。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犫）和阎步克（１９９６）等的研究工作都强调了科举制度和士大夫阶层

在文化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与本文主题尤其切合。

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１０）从系统论的整体性视角，提出了中华帝国的

“一体化”理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机制表现为，上中下三

个层次的权威由儒家意识形态组织起来，连为一体。“这种组织方式称

为意识形态与组织方式的一体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官僚

机构、乡绅自治、宗法家族三种组织层次，均认同儒家意识形态，因此，

我们称之为‘宗法一体化结构’（或‘传统一体化结构’），它是中国传统

社会特有的整合方式”（金观涛、刘青峰，２０１０：１１）。据此，他们提出了

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西汉到清末，中国社会都是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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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三个层次整合而成的。社会上层是以王权为中心的大一统官僚

机构，中层是士族缙绅对地方和农村事务的管理，下层是宗法家族组

织。中国传统社会最不可思议之处在于：不仅这三种形态完全不同的

社会组织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保持着罕见的稳定，更重要的是这三层

次大致能够实现良好整合。正是因为它们间的互相整合，中国才能成

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大一统帝国”（金观涛、刘

青峰，２０１１犪：７）。不难看出，金刘的研究更多地强调了黄仁宇悖论中的

“稳定性”这一方面。

阎步克（１９９６）追溯了上古时期士大夫形态形成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和渊源，特别是礼治与法治、儒与吏既竞争又交融的过程，其中礼治成

为国家秩序的基础所在。阎步克提出，礼治有着独特的政治文化形态，

一方面，“礼从俗”，与乡村社会习俗相关联；另一方面，“‘礼’显示出无

所不包的性质，统摄了社会各个领域，从法度政制直到冠、婚、丧、祭之

民间礼俗，大抵都被纳入了‘礼’中”（阎步克，１９９６：４６７）。“今人所谓政

制系统、亲缘系统和文教系统，在‘礼治’中以一种颇为精致的形态互相

混溶，互相渗透起来，并且取得了一种‘泛化’或‘拟化’的相互关系

……”（阎步克，１９９６：４６９）。对此，瞿同祖（２００３，第六章）也有精到的分析。

在帝国一体化体制中，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核心角色，在整合帝国各

层次、维系帝国秩序等诸多方面起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作用。阎步克

注意到，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一方面社会内部分化发展，另一方面士大

夫集官员、文人于一身，因此政教合一，与意识形态密切结合，扮演了社

会整合的角色（阎步克，１９９６：９）。礼治的核心为尊尊、亲亲、贤贤。而

这三者以政统、亲统、道统形式投影在士大夫身上而重叠交融，即士大

夫身上兼有君道、父道和师道，从而整合了政治系统、文化系统、亲情系

统。“我们将把士大夫政治的精义，表述为上述三‘统’的三位一体、三

‘道’的相异相维；而士大夫角色之功能弥散性质，则源于他们是‘尊’

者、‘亲’者、‘贤’者或所谓‘君、亲、师’的精致融合物”（阎步克，１９９６：

２２），由此成为“礼治”政治文化模式的支柱，提供了整合政治、亲情、文

化三大系统的基础，即“礼治”。

上述研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了中古以来士大夫再生产的制度安

排，即中华帝国的科举制度。有关科举制度及其意义，学界已积累了汗

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从大的脉络来看，关于其意义的评估颇为一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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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次上，学者们注意到功名与社会流动对于帝国稳定的意义。科

举制度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化解了社会张力，形成了帝国的向心

力。从官僚体制来说，它提供了文人入仕从政和文官生涯的激励机制，

与当代组织激励理论不谋而合。此间道理前人之叙备矣，本文不再

赘言。

从宏观层次来看，科举制度同时兼具正式组织和文化观念两种组

织机制，提供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基础。科举制度为帝国官僚体制的人

事管理提供了稳定的组织基础，上达皇权意图，横联官僚体制各个环

节，下及士绅阶层、宗法组织（张仲礼，１９９１）。余英时在讨论两宋时代

士大夫政治时指出，儒学之大，在于建立秩序（余英时，２００４：１８３）。士

大夫通过其官宦仕途，包括地方官经历，致力于建立局部秩序或地方秩

序。正是这些士大夫孜孜不倦的努力，打下了帝国的基层根基。礼治

是社会秩序的构建机制，士大夫是礼治的载体，而科举制可谓是礼治的

专业化过程。科举制通过不断地再生产士大夫阶级，进而通过他们在

官僚机构之间和社会各领域的流动分布，来巩固和延续大一统体制。

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为帝国提供了一统的文化观念。从这一角度

来看，科举制度提供了两条主线：一是知识世界的构建，二是士大夫阶

层的角色行为。两者互为依赖：士大夫是知识世界的载体，而知识世界

建构了士大夫阶层的角色地位和行为规范。

第一，知识世界与士大夫共同体的建构。科举制度通过对应试内

容、答题形式、评卷标准等方面的控制来构建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

（犈犾犿犪狀，２０１３；包弼德；２００９；魏希德，２０１５）。科举应试过程注入了帝

国意识形态，构建了一个共享的知识世界，成为支撑中国官僚体制的一

大杠杆（王亚南，１９８１）。从本文的组织学角度来看，与不时变更的考试

内容相比，科举形式的稳定化、制度化尤为重要。孔飞力（犓狌犺狀，２００２）

注意到，通过赶考应试的过程，各地文人骚客志士在同一城市空间聚集

互动，构建起共同社区。获得功名的士大夫出入官场，进退体制，但无

论出入进退，都身处同一种规范价值之中。这一制度安排对于政教合

一、官士民合一，官僚各阶层合一有着重大作用。布迪厄（犅狅狌狉犱犻犲狌，

１９７７）指出，正式教育旨在获得特定的符号代码（犮狅犱犲）和交流语言。在

这个过程中，人们习得共同语言、行为期待和价值判断，构建官僚场域

互动的共享知识体系。用新近经济学关于“身份”（犻犱犲狀狋犻狋狔）的分析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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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语言来说（犃犽犲狉犾狅犳犪狀犱犓狉犪狀狋狅狀，２００５），科举制度不仅为莘莘学子提

供了激励，而且通过这一专业化过程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偏好

（狆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

第二，角色秩序的安排。科举制度不仅是一个共同体建构过程，同

时也是一个鉴别、选择和标识不同身份的过程。科举准备和应试过程，

通过入选的生员、秀才、举人、进士等，产生了群体性“类别身份”

（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犮犪犾犻犱犲狀狋犻狋狔），各个群体有着特定的角色定位和相互间的尊卑

贵贱关系，各就其位，井然有序。科举制度提供了稳定、持续的过程来

强化共享观念，又通过这些社会化、专业化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事往

来延续和强化这些规则所规定的不同角色。科举制提供了文化观念制

度化的大规模实践，而科举应试的失败和淘汰可视为对“偏离行为”

（犱犲狏犻犪狀犮犲）的惩罚，以此强化共享观念。在纵向上，这是一个身份等级

制度的认同过程，其排他性与归属性的双重过程同时发生，不仅制造了

士大夫阶层，而且赋予获得功名的学子特定的“群体身份”，造就了知识

阶层“想象的社区”（孔飞力，２０１３）。在横向上，通过科举洗礼的学子生

员在社会各领域的分布和流动，促进了不同领域间共享等级结构和价

值理念的渗透；这一趋势自１６世纪以来在商界也日益凸显（余英时，

２０１４）。

上述讨论强调了科举制度在帝国治理中特别是观念一体化方面的

突出作用。此类命题在文献中已多有讨论且颇有共识，它们提供了本

文研究的起点。关于这个文献，笔者提出以下两个评论。

第一，这个文献更多地强调了黄仁宇悖论中稳定性和一统性的一

面，但忽略了其内在张力和组织上的松散关联结构。例如，金观涛、刘

青峰（２０１１犪：８）指出，“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稳定有效的大一统

官僚机构，它服从中央号令，执行对辽阔地区的行政管理，有效地保持

着这个庞大农村社会的统一。”但如下所述，帝国的观念一体化同时带

来了丰富的灵活性，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之间既紧张又依赖的

互为构建和名与实间的互为转化。

第二，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关于中国文化观念制度方面的研究工

作，从制度史、思想史到文化史，从礼仪、祭祀到服饰举止等方方面面，

已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这些研究大多从思想脉络、文本入手解读，或着

眼于国家层面的正式制度、政策条令。这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更多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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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了制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却对思想观念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

应用和实践鲜有涉及（王?森，２０１８）。近年来十分活跃的有关社会史、

法律史和区域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关注基层社会和实际运行过程，

提供了微观层次的丰富资料和洞见，本研究从中获益甚多。

下面，笔者应用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和工具，从理论和资料两个方

面来解读和分析科举基础上的观念制度与帝国逻辑在正式与非正式、

名与实之间互动的双向构建，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进而解读黄仁

宇悖论。

三、观念一体化与组织同构性：一个分析框架

二十世纪初期，远在欧洲大陆的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以长距离的

眼光观察中国，注意到中华帝国“疏放式管理”的特点。在他看来，“中

国行政里中央集权的程度非常有限”，“下属的官府通常都将中央政府

的令谕看做是伦理性的、权威性的建议或期望，而不是命令。这是符合

皇权之最高祭司与卡理斯玛性格的”（韦伯，２００４：９５）。韦伯指出，帝国

的统一主要是在“文化的统一性上实际地展现出来”的，宗教、礼仪、士

绅阶层的统一性是帝国统一的基础（韦伯，２００４：８３）。在韦伯眼里，皇

权同时兼有精神领袖的地位且提供了政教合一大一统的基础，即“帝国

的君主同时也是最高祭司的这个事实，是中国与西方的神圣罗马帝国

二者间的分野所在”，而“皇帝的卡理斯玛形象”通过仪式和伦理等一系

列文化设施加以制度化。这一点与政教分离且激烈争斗的欧洲历史形

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现出不同的国家演变轨迹。正因为如此，韦伯将中

国官僚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运而生的理性组织区别了开来。

韦伯的观察指出了中华帝国“观念一体化”这一突出特征。观念一

体化建立在组织一体化基础之上，即圣道与治道，皇权与官僚，官僚与

士绅的高度整合，政治、组织、文化的一体化，或曰皇权、官僚、社会一体

化。科举制不断再生产的士大夫阶层是一体化的核心所在。下面，笔

者应用制度主义组织学中的“同构性”概念来阐释中国国家治理中观念

一体化的过程和机制，以及观念一体化与松散关联的组织形态之间的

关系。

（一）从制度同构性到观念一体化：科举制度的同构机制

组织学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同构性的讨论为我们解读中国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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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一体化现象提供了分析思路和工具。所谓同构性（犻狊狅犿狅狉狆犺犻狊犿）

是指同样的制度形式或行为模式在不同的组织或领域中得以被广泛采

纳应用的现象。例如，科层制的理性组织制度、等级制权威关系、规章

制度等组织结构等等广泛出现在不同领域、不同环境的各类组织中

（犇犻犕犪犵犵犻狅犪狀犱犘狅狑犲犾犾，１９８３；犕犲狔犲狉犪狀犱犚狅狑犪狀，１９７７）。新制度主义

理论指出，不同领域或组织之所以具有同构性特点，是因为它们面对类

似的制度环境和压力（犻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采用类似的组织应

对策略，如采纳类似的合法性制度形式或行为模式来应对制度压力，因

此表现出相似的结构和行为特点。这一文献强调了自上而下、由外及

内（从制度环境到组织内部结构）的影响渠道和机制。同构性意味着在

不同层次和领域都有着相同或可类比的制度逻辑，边界模糊、易于渗透

流动，互为强化。

制度同构性与观念一体化有着互为因果的互动过程。从制度层面

上说，我们可以把科举制度看做观念一体化的制度基础，即前者为因，

后者为果。一体化不是粗暴的捆绑焊接，而是通过同构性模式以“润物

细无声”方式逐渐渗透，弥漫于人们日常生活细节之中和举手投足互动

接洽之间。而科举制度恰到好处地提供了这样的制度基础。如上所

述，中国历史上的儒教观念制度具有韦伯意义上的“普遍主义”精神，为

国家治理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提供了类似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促

使官方中心观念制度在不同领域中弥漫扩散。这一范式具有韦伯意义

上的合法性（犾犲犵犻狋犻犿犪犮狔），即一个组织或个人如果采用了这种价值理念

和行为规范，会得到社会承认和赞许，降低其交易成本，有利于社会交

往和资源动员。

在行为层次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反过来又强化

了制度同构化过程，推动其在不同领域的延续和弥漫延伸。儒教的核

心是礼治制度。“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公孙弘语《汉书》卷五

八，《公孙弘传》，转引自瞿同祖，２００３：２９７）。如阎步克（１９９６：７８）指出，

“从君臣尊卑贵贱之政治秩序，到黎庶‘饮食嫁娶丧祭’之日常生活，并

不被视为遵循着不同法则的不同社会领域；相反，当它们都被视之为

‘礼’的时候，至少就在观念上具有了同等的意义与性质。”儒教的普遍

主义弥漫渗透于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和仪式规制各个环节，各种等级间

的关系（君臣、父子、夫妻等等）都被置于一个层面，“有很强的相容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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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翟学伟，２０１７：３６），因此提供了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之间的同

构性基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特别指出了中国国家政教合一的文化基

础。韦伯注意到，不仅官员接受这种经典教育，而且这一教育贯穿于社

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将这些圈子［从事各种实际行业］与官僚体

系分隔开的，只是这种教育水准的不同，而不是教育种类的不同。因为

经典教育是唯一的”（韦伯，２００４：１９７）。

礼治需要具体实在的行动者作为其载体，以实现生产和再生产，并

随社会活动向各个领域渗透、延伸、放大。稳定存在的科举制设施扮演

了这一角色。年复一年的应试准备和考试过程成为儒教观念和经典文

本在民间广泛传播和渗透的渠道；获得功名的士大夫以官僚、乡绅以及

帝国晚期溢出官宦领域的商人或其他职业从事者的角色，成为这些观

念制度的载体，极大地扩展了一体化的关联纽带。正因如此，余英时

（２００５）指出，“科举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

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连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

体。”

同构性制度化过程在不同组织和领域间扩展渗透的机制是什么？

在这里，我们指出两个相互关联的机制：首先，士大夫在这一环节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如阎步克（１９９６）所言，士大夫身兼数任，是连接政统、

亲统、道统的中心枢纽。尽管应试者功名不同，但经过科举学习应试的

儒教经典灌输、传播的过程，他们的知识世界和价值规范来自同一经典

文本基础上的“专业化”过程。这一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随着士大夫阶

层在官僚体制不同层次和社会不同领域中的分布和流动而得以传播渗

透（孔飞力，２０１３；张仲礼 ，１９９１）。

其次，同构性制度化过程的另一机制是类比机制（犪狀犪犾狅犵狔），即人

们通过比较不同领域中的类似关系结构来引进相应的制度安排，从而

实现了同构性制度在不同组织和领域间的扩展采纳。类比机制是制度

传播的一个重要机制。人类学家道格拉斯注意到，类比机制的一个重

要作用是将社会分类加以“自然化”，共享的类比性为那些脆弱的制度

安排提供了合法性支撑，从而促成了制度的稳定性（犇狅狌犵犾犪狊，１９８６：

４８）。政治学家帕吉特和他的合作者（犘犪犱犵犲狋狋犪狀犱犕犮犔犲犪狀，２００６）在研

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地区资本主义兴起过程时提出，“合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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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这一新型组织形式是通过“类比”机制将传统领域中的

师徒制行会形式跨域移植到金融领域并进行功能新构而产生的。在中

国史领域中，阎步克（１９９６）也指出了类似的“拟化机制”，并以诸多事例

阐述。例如，“孔颖达疏：‘方，谓比方也。有比方父丧礼以丧君，故云资

于事父。资，取也。取事父之丧礼以丧君’”（参见阎步克，１９９６：１０８）。

吴飞（２０１１）和周飞舟（２０１５）的研究指出丧服及其殡葬仪式中的等级制

度和依次外延的结构，进一步扩展了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概念内隐

含的“尊尊、亲亲”的立体关系，即在以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之上，又

有着更高的等级次序。换言之，个人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嵌入大的社会

关系之中。再如，官制中的丁忧制度规定，父母亲去世，官员须报请解

官，离职守孝报恩，多为三年。自汉代起实行，历朝大致沿袭。这一制

度强调孝道，父母为大，延伸至家族为大，强化了官员的家庭、宗法意

识，以及对于家族的义务和责任；在这里，由公及私，私中有公，家之私

域与官之公域以及其中隐含的等级忠诚观念重叠融合，互为强化。

（二）文化同构性与组织的松散关联

对于任何帝国来说，在一个规模庞大的区域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都面临着严峻挑战：一是随规模而来的多元性和异质性，造成了整合

的困难；二是规模意味着渗入、整合基层的组织成本级数般增长，重负

不堪，这种成本在通讯、交通技术有限的情况下特为尤甚。因此，中国

社会中文化观念与组织手段之间的替代作用在中华帝国的千年生存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组 织 学 研 究 很 早 就 注 意 到 这 样 一 种 现 象：在 专 业 化

（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和官僚化（犫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狋犻狕犪狋犻狅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犅犾犪狌，１９６８；犎犪犾犾，１９６８），即一个组织或领域中的专业化程度越高，那

么其官僚行政力量就会越弱。这个观察在当代社会有着普遍意义：在

那些专业人员集中的领域或组织，如大学和科研单位，行政命令或权力

通常较不显著。更为普遍的观察是，在那些专业知识起着重要作用的

组织中，如在高科技企业、研发机构或知识密集型组织中，专业权威通

常有着更大的决策权。

为什么在专业化和官僚化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有几个可能的

推动力量。首先，人们在专业化过程中学习接受了基本的职业道德、行

为规范，无需死板僵硬的正式权力规定。因此，随着一个领域中专业化

·１１·

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程度不断提高，行政权力逐渐隐身后退。其次，在这些知识密集型领域

和组织中，决策的精准性不容含糊，专业基础上的权威因此有了更大的

发言权和自主性，成为主要的组织协调机制。关于这一主题的一系列

讨论见于职业社会学文献（犃犫犫狅狋狋，１９８８；犉狉犲犻犱狊狅狀，１９８６）。

这一逻辑也可以延伸到观念整合与组织整合这一对机制之上。组

织整合是有代价的，在一个庞大帝国尤其如此。组织机制因应对危机

或冲突而发展起来。社会中共享观念兴盛，会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凝聚

力，提供地方性解决问题的途径和设施，进而弱化正式组织的整合机

制。也就是说，当观念认同极高时，人们的行为受到专业规则的约束，

替代了行政命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扮演了这

样一个角色。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科举制度视为中华帝国官僚体制的专

业化过程。三年一度，从地方到省级乡试到会试、殿试，科举应试提供

了一个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灌输的过程。功名人士经历了同样浸淫于

诗书经典的科举应试过程和同样的价值判断、象征性语言的洗礼。不

仅于此，准备应试的学校“使得一批优秀的儿童和青年离开家庭而聚集

在一起，起着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化力量的作用”（贾志扬，１９９５：９）。进

而，这些知识精英通过科举制度持续而广泛地分布在各个层次，上达翰

林院和中央六部，下至地方官员或乡间士绅。在科举人数扩大但官僚

体制岗位有限的约束条件下，士大夫阶层向社会渗透，与地方的联系越

来越强（包弼德，２００９），推动了礼仪的普及，使得国家建设特别是官方

文化观念在社会各个层次上得到源源不断的供给和渗透。

以上的讨论引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更多地是

文化观念上而不是官僚组织上的一体化；这一命题与韦伯的观察十分

吻合。以下，笔者借用社会史、家族史、地方史等研究成果来进一步阐

述这一命题。其基本思路是：科举制度上的文化同构性导致了国家治

理中组织上松散关联的治理结构：（１）横向层次上，官场内外的公域与

私域间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基础上的双向渗透的过程。（２）纵向关

系上，国家建设与宗法组织上下其间的双向互构过程。在这两个维度

背后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名与实之间的互为依托和融合，构

成了中国国家治理的一系列鲜明特征（周雪光，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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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式与非正式：官僚体制内外的互构过程

社会中不同地位或身份组成的等级制度可以制约和规范人们之间

的竞争和冲突，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建立，这一观点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

脉络和褒贬不一的价值说辞。社会学家犌狅狌犾犱（２００３）着眼于日常生活

观察中的个人间冲突情景，提出如下命题：当人们的身份地位混乱不清

或地位发生急剧变化时，特别容易引起紧张和冲突。他注意到，引起冲

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基于价值观念上的“荣誉感”（“犺狅狀狅狉”）。

在这个意义上，科举制正是一个身份认同的专业化过程，应试过程

提供了特定的角色和身份认证，从而建构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差异性

对待是儒教规范社会关系的核心所在。如瞿同祖（２００３：３２９）所言：

“所谓法律儒家化表面上为明刑弼教，骨子里则为以礼入法，怎样将礼

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的问题。换一句话来说，也就

是怎样使同一性的法律成为有差别性的法律的问题。”值得指出的是，

制度上的同构性与儒教的差异化对待原则并行不悖，且互为强化。同

构化的礼教核心恰恰是根据社会地位身份加以差异化对待。在这里，

差异化对待的逻辑是根本，因场景地位之别而异的形式分寸则是具体

应用。同构化过程意味着，将这种差异化对待的模式应用到所有的领

域和层次，并在这些过程中安排了其内部结构和它们之间的秩序，同时

也提供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联和交融。下面进一步讨论

这一命题。

（一）正式制度规定了非正式社会关系

科举应试的过程既是一个观念同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角色分化

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期待使得人们各就其位，在等级结

构的位置上联系起来。正式制度规范了非正式制度：科举制度繁衍的

角色定位和等级地位并不仅仅停留在官僚体制内部的人事安排，而是

延伸到社会各个角落，成为社会等级结构的组织机制。如此，科举制度

造就的知识世界、角色身份、等级关系编织起一个多重层次和繁多条缕

的社会网络，连接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体制内外的不同场合。我

们以史学研究中有关士大夫交往的几个片段来展示说明。

学者张德昌（１９７０）根据晚清同、光年间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李慈铭

的《越缦堂日记》整理出他的京官生活经历。从相关描述来看，李慈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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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功名仕途不顺，卖田捐官。进京求职。在人地两生的京城，他以文

交往，广为结友，建立起包括大学士在内的关系网络，进而得到乡友筹

款考御史，最终中榜进士。又在官场友人鼎力相助下，谋得外派官职。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李慈铭起初在京城官场毫无根基，但依凭其诗文名

气而来的士大夫阶层共享价值，居然可以周旋于官僚群体中游刃有余，

虽收入有限但享有上流阶层的生活方式。如此打上文人标志的各种社

会活动表明，科举制度造就了一个官场内外相连、士大夫进退自如的生

态圈，以至于李慈铭可以恰如其分地找到自己的角色位置，被接纳进官

场内部互动的过程之中。官场的正式制度（官位间关联）也随之弥漫到

非正式领域（朋友间关系）之中。

柯律格（２０１２）《雅债》一书纂集和叙述了明朝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

活动，其中也展现出类似的现象。文徵明因书画成名，但仕途不顺，功

名不第。然而，在文徵明与同代人交往或处理与父辈人际关系时，他的

科举活动而产生的同门、同年、同乡等关系赋予这些社会互动新的意

义，由此提供了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文徵明

为并未谋面的同试人作挽词。两人互不相识，“然由于一同赴试，某种

社会关系遂因此建立，某些义务也连带而生”（柯律格，２０１２：８１）。即使

在仕途展开之前，作为参加科举的诸生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资源，与地

方政府官员发生了各种联系（柯律格，２０１２：８２）。可见，科举制度提供

了构建和打通正式与非正式领域之间社会关系的基础。

晚明清初交际之时，不少士大夫拒绝参加科举入仕，以明士志。即

便如此，科举制度所建立的等级制度仍然提供了人际关系互动的基本

框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如白谦慎（２０１６）所示，文人傅山虽因拒绝应

试入仕而身居官场之外，但他的艺术活动和社会交往，从书法创作馈

赠、文字往来到生活接济，与清朝官场和官员融为一体。傅山与他周围

庇护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在共同的价值判断和理念之上。他在各种应酬

中拿捏分寸，与实在可依的观念制度息息相关，反映了文人交往的非正

式过程、价值判断与正式等级制度之间的微妙关系。更有甚者，虽然个

人可以排满反清，但科举以振族业之纲不变，其子孙后代仍奔行于仕途

之路而不避（白谦慎，２０１６：９２）。这些蛛丝马迹的活动片段告诉我们，

科举制度孕育的文化价值观念不仅规范了士大夫的行为举止，而且渗

透于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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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正式制度向官场的延伸

如上讨论，家、族、国的同构性同时意味着微观行为活动向正式结

构渗透，私域向公域渗透。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双向互构的过程，而且

是同时发生、难以分离的，例如政治庇护（公域）与友情累积（私域）的互

动。科举制度建立了范畴身份（犮犪狋犲犵狅狉犻犮犪犾犻犱犲狀狋犻狋狔）和差异性基础，同

时塑造了不同地位和身份之间的各种关系，为不同身份群体间关联的

非正式制度提供了空间。

众所周知的同门、同年和师生关系即为一例。自实行科举制度始，

科举考官与应试生之间形成了一种师门关系，成为官场中政治派别的

重要基础。“亲受指示讲读者为受业师，入学及中举、中进士、复试、殿

试、朝考阅卷者为受知师。”（商衍鎏，２００４）受业师，有授业教诲之责；受

知师，有知遇提携之功。对于追求功名的读书人来说，与主持各级考试

的知县、知府、学政等现任官员结成的师生关系对于其仕途而言尤为重

要。这一现象在唐代就已十分流行，以至于早在宋朝初期就严禁会考

官与应试者之间的“座主和门生”之类称呼（列文森，２０００：１８４）。但这

一现象禁而不止，盛行不衰，直至清代谴责之声仍不绝于耳。孔飞力

（２０１３：１１）直截了当地指出，“科举考试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生产朋党的

作坊”。无怪乎柯律格（２０１２：３７）感叹道，通过科考成为进士的一个吸

引力，便是无论自己仕途如何，都会得到约三百多位权位和影响力极富

潜力的“同年”相助。

正式制度运行为非正式关系提供了渠道和基础，由此繁衍而生的

非正式关系反过来渗透官场运作过程，如此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清初时期傅山与魏一鳌的社会交往即是一例。两人始于朋友间相互引

见，因文化或价值观念而交往，进而成为挚友。傅山不仅经济上多有求

助，而且以命相托，得到政治庇护（白谦慎，２０１６）。这类社交延伸至官

场，即通过诗文唱和而引起情感交融，进而在官场上互相提携照应。科

举制度在连接官场和私域关系方面的作用在明清小说和文人笔记中留

有大量印证。文人间的集会或吟诗作赋，或讲经论道，常常因为当事人

的“意气相投”，而“这种‘意气’多是缘于他们都是科举中人，知识结构

同属举业系统，因此集会内容也不离八股文章”（王玉超，２０１３：２２４）。

这一情形犹如列文森（２０００：１５）所注意到的英国文官的通识教育：“正

是这种人文主义素质形塑了他的志向，陶冶了他的精神，从而使他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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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好棘手的人际关系。”

当然，儒教礼治中“尊尊、亲亲”（君道、亲道）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

安然相处的，两者在实际过程中存在着既关联又紧张的关系，需要不断

调和妥协。这种微妙多变的调和过程在文学作品中有着更为生动的展

现。以《红楼梦》第十八回中元春贵妃回贾府省亲片段为例。元春身为

皇室贵妃有尊尊之重，又是贾母孙女王夫人之女，有亲亲之情。这一双

重身份给“尊尊、亲亲”的伦理关系带来了一系列的紧张，也诱发了两者

互动调和的机遇。我们从曹雪芹笔下的几个镜头可以窥视这一由紧张

到调和的过程。其一，在迎候贵妃来临之际，贾赦领子侄至西街门外，

贾母领合族女眷等候院内，正式制度中的身份等级、内外之别规则通过

仪式安排呈现得明白无误，得以强化。其二，贵妃轿至，贾母等跪下迎

接；太监赶来扶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在这里，正式制度中的皇室与

贵族之间身份之别不可忽略；但“太监飞跑过来扶起”长辈，犹如拟行家

礼，将正式与非正式关系微妙地连接转化，凸显波澜不惊的效果。其

三，至贾母正室，元春欲行家礼，贾母等跪止不迭。国与家的礼仪之间

的紧张再次遭遇而悄然化解。其四，薛姨妈黛玉宝钗等“外眷无职”，未

敢擅入。得贵妃指示后方可入内。而“外男”宝玉得令入内，先行国礼

毕，元妃命他近前，携手拦入怀中流露亲情。在这些镜头中我们不难看

出，“尊尊”与“亲亲”之间的制度紧张在正式与非正式的渗透互动中一

一化解调和，熨合连接无缝。正是在这些社会交往过程中，各种社会地

位角色各得其所，互为映照，社会秩序得以确认。

以上讨论指出了同构性现象在官场内外的互构过程，体现在公域

与私域之间、官僚体制内外在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诸方面的相互渗透。

一方面，正式制度规定了人们各自的身份、地位，从而安排了他们在其

他领域中的社会角色和相互关系。另一方面，其他领域中发展起来的

非正式制度和社会关系又通过同构性机制延伸至正式制度和官僚机构

内部，弥漫在正式过程的各个环节，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和行为的互动

过程中维系了国家的一体化秩序。

五、名与实：“国”与“家”上下之间的仪式性关系

国家建设的核心是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统合，对于庞大

的中华帝国来说，这一过程尤其具有挑战性。关于“自上而下”或“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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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的国家建构过程机制，学术界有着持续不断的讨论。一些学者强

调国家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渠道灌输其价值观念的过程。例如，尾形

勇（２０１０）关于中国古代的“家”与“国”之间关系的讨论强调了君臣关系

与“天下一家”的公域对私家的凌驾。尾形勇注意到，父子忠诚与君臣

忠诚之间对称并立的构造，以及“君臣”和“父子”两种秩序发挥作用的

不同场域。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历史演变过程中，“通过‘公’、‘私’区

分的理论把‘君臣’置于首位，形成了一种秩序化”（尾形勇，２０１０：１４３）。

西蜸定生（２００４）在关于秦汉二十爵位的研究中指出，在帝国初期，帝国

通过将爵位向乡间延伸，体现了早期帝国将触觉延伸至基层社会的努

力，即“赐爵形成身份，身份形成秩序”。而且赐爵与民俗相结合，体现

在乡饮酒礼时机、齿位与爵位的关联之上。

如果说中国早期的皇帝通过爵位来授予身份地位，那么，自隋唐以

降则是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赋予身份地位。其一，国家认可科举产

生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免除劳役刑罚，使其成为地方乡绅领袖。科举过

程的一个作用，是为得到功名的士大夫带来卡里斯玛权威，安排了他们

随后在社会互动中的交往和关系定位。《儒林外史》中胡屠夫对女婿范

进中举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以及他人的类似变化，不仅仅是附炎趋势

的表现，而且在不经意间还流露出对卡里斯玛权威的认可和敬畏。

胡屠夫作难道：“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

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得斋公说：‘打了天

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

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打完后，……“胡屠夫

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

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

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

其二，科举制度促进了士绅与宗法组织的结合。施坚雅注意到清

代行政中的“非正式管理”现象。“清代地方行政基本策略的一个明显

问题，是如何谋取地方缙绅和商人的协助，使他们成为官僚政府的非正

式代理人，但又不至于增强他们及其副政治机构的权力，而酿成对官僚

统治的威胁。”（施坚雅，２０００：３９６）。张仲礼（１９９１：５２）详细考察了１９

世纪清代官员士绅的规模和分布，区分了上层与下层集团，指出士绅群

体提供了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组织功能。家族按官阶而主，科举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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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地位成为宗法组织的内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国家通过伴随绅

士特权的文化机制，而不是官僚组织机制，建立基层社会秩序。微观社

会的自组织与国家秩序息息相关，融为一体，可谓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

副产品。

这种构建是双向的，相互作用的。新近的研究主要着眼于社会史，

关注自下而上的过程，注意到了一体化机制本身所产生的紧张和冲突，

这特别有助于解释中央集权的一统性与地方分权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以下依据社会史的研究发现作进一步阐述说明。

刘志伟（１９９７）在有关明清时期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的研究中发

现，这一制度虽然基本上有着原则一致的基础，但表现出了各地的多样

性，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基层组织之间，包括士绅、宗族、胥吏之间的博弈

和妥协（刘志伟，１９９７：８）。从明代的“里甲”到清代的“图甲”制度，其

基本单位的“户”由原来的家庭登记单位，转变为家族或宗族的“户头”

（刘志伟，１９９７：１２）。这一时期宗法组织兴起的主要推动力量，恰恰来

自于士大夫阶层获得科举功名后回乡办学的活动。他们一方面认同正

统观念，试图将地方文化传统纳入宋明理学规范中，另一方面为地方性

利益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推进了宗族组织的崛起。他们编祖谱、修祠

堂、置族田，旨在建立一个符合儒家规范的家族，而不是理性化的近代

企业。

在组织制度上，国家与地方宗法组织、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也互

为建构。科大卫（２００９）研究了南方地区在１５世纪和１６世纪间宗族产

生的文化背景时发现，明初，里甲制度与土地、力役挂钩，因此人们为逃

避力役而抵制和弱化里甲制度。但里甲登记的好处是得到官方认可，

可以诉诸于法律诉讼和政治身份。到１６世纪，这一制度脱离人口登

记，成为赋役的单位、控制财产的单位，进而转变成为宗法组织，以理学

的仪式来包装自己。“明王朝通过法律来创造里甲，而宗族则通过礼仪

来继承里甲”（科大卫，２００９：１０）。科大卫这样写道：

自１６世纪开始普及的理学，其关于王朝国家的理论，把

祭祀祖先奉为圭臬，视祭祀祖先为王朝权力与地方社会的纽

带。地方社会通过儒家礼仪，把祖先作为地缘关系的稽查，也

就分享了王朝的权力。因此，地方社会与王朝共谋，把宗族作

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科大卫，２００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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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推动了传统观念与市场同步向基层社会渗透，使得宗法

组织与帝国发生了直接联系：一方面，官方为宗法组织提供了合法性身

份，以及得到政治庇护和法律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同时宗法组织又因此

获得了自治性。从国家自上而下延伸的过程来看，科举上升途径以及

儒家经典将地方精英与国家连接在一起。从自下而上的过程来看，这

些辞藻和思想又给了他们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工具。

科大卫的研究表明，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宗法组织不再是国家

制度中的里甲，而成为一个自治组织，犹如松散关联组织中的某一组成

部分。从比较的角度来看，“在１６世纪，中国的士大夫也主张：即使贵

为天子，也当敬畏从自然秩序诞生出来的礼仪。这个过程，与欧洲知识

分子创造‘社会’概念以抑制王权的过程异曲同工。明朝的乡村，就是

通过礼仪这项保护伞而挣脱王朝国家的控制、取得自主权的”（科大卫，

２００９：１７）。如此，科大卫提出了松散关联组织关系的一个重要机

制———礼仪形式：“在中国的王朝时代，社会是靠宗教礼仪来和国家打

交道的。…… 在这个社会转变过程中，礼仪成了联系王朝国家与地方

社会的主角。”（科大卫，２００９：１５－１８）

在此，我们看到了皇权的“名”与宗法组织的“实”之间的结合。但

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是随不同领域和时间而变动不

居且互相转化。例如，皇权在赋税领域的攫取能力之“实”得力于宗法

组织协助而实现，这一过程又从另一个侧面强化了后者的内聚力。李

怀印（２００８）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华北村治的研究发现，国家与村庄有

着互为依赖的共生并存关系，其研究特别强调了“官民两便的非正式治

理方式”。

当然，官僚体制与文化精英关系互为依赖同时也可能是紧张的。

孔飞力（２０１３：１４）注意到，“若将中国帝制晚期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

没有比庞大的文化精英阶层和狭小的官僚精英阶层之间所存在的鸿沟

更为重要的问题了。”在明朝，科举功名之士积压与社会安定的紧张已

经显露（钱茂伟，２００４：７０）。艾尔曼（犈犾犿犪狀，２０１３）关于科举制度的新近

研究显示，科举活动加强了地方社会的力量。地方士绅与官员之间在

赋税、劳役、民间纠纷、社会秩序上的紧张、冲突和妥协成为国家治理中

时隐时现的一条线索（王业键，２００８；陈支平，１９８８）。

关于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既互补又紧张的微妙关系，由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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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举入仕与区域治理难度的关系可见一斑。我们知道，科举应试背

后有着大的家族支持。一旦科举入仕后这些官员则要回报家族，因此，

科举成功者（如进士）与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反映在地

方官员如知县与当地绅士之间的关系上，即“士为齐民之首，乡民之望”

（张仲礼，１９９１）。如此，科举应试与地方治理构成密切的关系。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考察这一关系。清代自雍正王朝始，将各

县府按照治理的“冲繁疲难”四个维度加以划分：地当孔道者为冲，政务

纷纭者为繁，赋多逋欠者为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四个维度

的不同组合构成了地方治理的难度（刘铮云，１９９３；胡恒，２０１９）。在这

四个维度上，冲、繁取决于特定的行政或地理位置，与当地民情和基层

组织没有直接关系。但“疲”、“难”两个维度直接反映了当地民风和社

会秩序。

科举文化及其活跃程度与地方之间的冲繁疲难状况是什么关系

呢？一种估计可能是，如果一个地区的科举应试活动活跃，则反映了该

地区与国家体制的密切程度，体现为对国家秩序的认同，因此应该在这

两个维度上有负相关。也就是说，科举文化推动了对中央政府的认同，

相应地降低了治理的困难。然而，另外一个可能性是，科举文化造就了

士大夫阶层的利益集团、培养了乡绅对官员滥用权力的抵抗能力，如此

则会加重治理困难，导致两者之间的正相关，即科举活跃程度加重了治

理上“疲”、“难”程度。１

１．一个类似的现象是，在２１世纪初期的农村，那些受到教育或有在外工作（打工）经历的村

民，更为熟悉国家政策和其他地区政府的做法，常常对当地官员的行为提出质疑和挑战。

笔者借用清代政府有关各地冲繁疲难的列表和历史上不同地区进

士数量的资料进行粗略的描述性分析。冲繁疲难的地区划分始于清代

雍正朝（刘子扬，２０１４），下面的量化尝试只能依据此后的清代科举资

料。本文从史学研究中借用了清代进士数目最多的３２个城市（州府所

在地）（沈登苗，１９９９）和江南县级地区的进士数目（范金民，１９９７）。

图１显示清代进士最高的３２个城市与这些城市中在治理维度上

特别是疲与（或）难两个方面的评估。这些城市通常有着“疲”、“难”的

特点。换言之，科举活动和科举文化并没有减缓国家治理特别是在资

源攫取和社会安定上的挑战性。图２提供的江南县级资料，也显示出

同一趋势的特征。当然，进士数量多的区域通常经济发达，多居冲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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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但此处展现的趋势显示，即使控制了这些因素，也不能排除科举活

跃的地区与治理困难程度有着正相关关系。

　　资料来源：刘子扬（２０１４）、范金民（１９９７）

图１：清代江南地区县级进士数量与治理难度比较

　　资料来源：刘子扬（２０１４）、沈登苗（１９９９）

图２：清代州府部分城市进士数量与治理难度比较

　　简言之，以上资料显示，科举应试活跃、士绅数量大的地区通常也

是治理上“疲”、“难”所在之地。这一观察与关于士绅代表当地利益参

与赋税谈判、限制地方官员所为的研究发现是吻合的（王业键，２００８；

陈支平，１９８８）。这也意味着，科举制度不仅仅提供了国家的整合，同时

也是地方社会多样化的推进力量。正是在这种既互为依托又互为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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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中，帝国治理不断地回应和调整，在不同时点的动态中寻找新的

平衡点。

六、讨论：观念一体化、黄仁宇悖论与帝国逻辑

以上，我们讨论了历史上的科举制如何塑造了黄仁宇悖论所反映

的国家治理特点。黄仁宇悖论的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有着内在的机制

关联：观念一体化的同构过程促成并维系了文化整合，同时也诱发了组

织上的松散关联，导致了帝国治理的韧性结构，不因皇帝或官僚作为与

否而动摇。由此不难看出，黄仁宇悖论背后的机制过程与帝国逻

辑———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帝国逻辑的核心是正式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为依赖、互

为补充，而观念一体化恰恰为其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基础。从理性组织

设计的角度来看，非正式制度可能是对正式制度的偏离，由此带来两者

间的紧张。在传统场景下，科举制度塑造了松散关联的组织结构：在横

向上，各个领域之间行为相互重叠交融；在纵向上，国、族、家之间组织

结构和行为的互为渗透建构。换言之，中国官僚体制的实际运作过程

正是正式制度（科层等级结构）与非正式制度（人际关系上的差序格局）

的有机结合。

这一双向建构与欧洲社会由中世纪到近代出现的专业化分化、政

教分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国家演变的轨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

先，同构性导致了同一观念制度向多方向的渗透和扩展，这是一个双向

互构过程，而不是自上而下单方向的灌输。科举功名基础上的文化观

念通过士大夫在社会各个层次的流动，构建了国与家的上下链接。由

此而来的普遍主义导致了公域与私域间界限模糊，社会各领域内外的

渗透。其次，官员－文人的双重身份导致官场内外的边界模糊，正式与

非正式相互交融，这一模式因而延伸到官与商、官场与家族、公与私等

社会各个角落。余英时（２０１４）关于清代士与近代商人之间关系的讨论

涉及到了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由此而来的一个非预期后果是，松

散关联的组织形态导致许多问题局部化、地方化，塑造了解决或化解地

方性问题的能力。

第二，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之名与实的互动。松散关联组织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仪式化，即人们通过各种仪式来表现出他们的顺从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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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替代实际上的组织约束。犆犺狑犲（２００１）关于理性仪式的讨论指出

了公共仪式通过官方仪式活动在大众中传递信息，巩固权力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仪式起到了组织作用。皇权威严通过庄严仪式不断强

化和传递，可达整合规范之效。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皇帝的礼

仪活动有着生动形象的说明；科大卫强调的“礼仪”在连接皇权与家族

的意义亦在于此。礼仪的渗透性和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组织纽

带，带来了松散关联的结构特点。

观念一体化与松散关联组织形态并存的意义是什么？周雪光

（２０１１）认为，帝国治理的挑战在于规模之累，这一困难由于区域之间多

元文化和经济差异而加剧放大。中国大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模式，特别

是松散关联的组织形态，在几个方面缓和了国家治理的困难。

首先，文化观念的一体化大大地降低了组织治理有关委托代理关

系的交易成本；官场内外的同构性架构也有利于降低国家治理的交易

成本：（１）官员的空间流动不因地域、文化差异引起交流沟通的障碍；

（２）士大夫进退于官场内外，其职业生涯变动因各个领域间的高同构性

而导致代价颇低；（３）国家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因士大夫阶层跨层次流动

而形成“小世界”特征（犠犪狋狋狊，１９９９），即不同区域中高度内在聚集且相

互隔离的社区，因为士大夫阶层有限的但大幅度跨空间的流动而极大

增加了整体上的信息流动和整合性。

其次，松散关联的组织形态提供了治理的灵活性空间。２０世纪

初，韦伯注意到科层制作为新型组织形式出现时，深深忧虑于科层制导

致“铁笼”桎梏。在中国的帝国治理中，一方面，不同领域和地域中的精

英阶层有着共享的文化观念，整合和协调它们之间的行动；另一方面，

松散关联的治理结构能给予官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地方士绅的自组

织能力，造就了帝国治理的灵活性空间。观念上的“一统”与行为上的

“灵活”相结合，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其地方灵活性。松散关联的组织形

态提供了各地因地制宜、向不同方向适应的空间，因此提高了地方性适

应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缓和了帝国大一统带来的困难。

然而，这一体制有其特定的代价：观念一体化表现出涂尔干

（犇狌狉犽犺犲犻犿，１９８４）所说的机械整合，即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共享同一

观念制度，因此得到了社区整合之效。机械整合建立在同质性社会基

础上；道德治国的核心即是通过建立共享的道德观念来约束行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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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这一体制趋于保守求稳，以便维持各领域各区域之间脆弱的平衡。

黄仁宇（２００１：２１９）注意到，“明朝或清朝政府都没有货币工具，政府不

鼓励管理不到的经济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政策几乎等于压抑国家经

济中较前进的部门，以便和较落后的部门同步。一致性可以降低区域

间的不平衡。…… 这个体制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和外国的接触必须

小心过滤，以免破坏微妙的平衡。”历史上官方对商业经济发展的低度

容忍和反复抑制打击，其中的道理就在于，随商业经济而来的社会分化

和新型交易关系与已有治理结构相悖，会导致治理成本陡然增加。

观念一体化的逻辑结果是抑制社会的专业性分化，限制新的组织

形式和协调方式的兴起，阻碍新的社会机制的出现，导致社会发育不

良，甚至停滞不前。贾志扬（１９９５）在他关于宋代科举活动的研究中提

及李约瑟的一个有趣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技术发明创造没有推动社会

变化，而是为官僚制度统治之术所用。例如，印刷术在欧洲引起新教革

命和社会演变，但在中国成为强化官僚制度的工具，促进了文牍官僚体

制的过度成熟（贾志扬，１９９５：２２）。亚当·斯密提出，劳动分工的程度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所限制，两者成正相关关系。在中国社会背景

下，我们也可以提出如下命题：社会的分化和发育程度由官僚体制的扩

张程度所限制；但两者呈负相关趋势。

２．在结束关于历史上科举制与帝国逻辑关系的讨论之前，需要对本文上述立论的边界加以

说明并限定。首先，虽然本文着眼于唐宋以来科举制度与帝国逻辑的关系，这一分析框架和

基本命题也适用于其他非科举制时代，即在一个观念制度兴盛的时代，其组织形态则更多地

体现出松散关联的形态。其次，本文涉及了中国历史上的帝国逻辑，但关于科举制度及其制

度化过程的讨论主要是依据明清社会史研究成果；这些命题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其他历史时

期，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结果是，中华帝国的统治模式依赖内部封闭性来维持稳定，导致组

织机制反应缓慢，牺牲效率，社会缺乏自我更新进步的动力。在单一的

农业社会基础上，这一状态尚可长期持续下去。但进入近代社会，国门

打开，在与其他国家竞争生存的条件下，这一治理模式则难以为继了。

晚清危机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一同构性制度基础。

二十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废止，士绅流向城市，作为这一松散关联结

构凝聚力的士大夫一旦散去，各组成部分顿时四散而无关联（杜赞奇，

２００３；罗志田，２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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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近代中国开始了探索寻找新的国家治理模式的艰难历程，见

证了意义深远的历史转折。

七、余论：从观念一体化到组织一元化的当代转型

经过民国时期的短暂摸索后，１９４９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

式有了重大的转型演变，尤其体现在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和高度“组织

起来”的组织形态。黄仁宇在感叹中国历史上数目字管理匮乏、组织管

理松弛时，不无羡慕地注意到，这一状况在人民共和国时期有了根本性

的转变。黄仁宇（２００７：２６５－２６６）这样写道：

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

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

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官廷

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

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

黄仁宇的观察捕捉到了当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断裂，即

从文化观念的整合到正式组织的整合。这一转变体现在新的国家建设

的过程中，即从“观念一体化”到“组织一元化”的转型。在本文结束部

分，笔者将这一转型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中作一简要延伸讨论，作为本

文未尽之余言。

社会分化与整合是社会学长期以来所关注的核心的课题，在一个

社会动荡和转变过程中，这个主题尤其凸显出来。在１９世纪欧洲封建

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下，社会学家涂尔干（犇狌狉犽犺犲犻犿，

１９８４）提出了社会整合机制从“机械整合”（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狊狅犾犻犱犪狉犻狋狔）到“有

机整合”（狅狉犵犪狀犻犮狊狅犾犻犱犪狉犻狋狔）转变的理论。涂尔干提出，在传统的前资

本主义社会，社会各群体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社会整合建立在成员间

共享的观念意识之上，并通过群体对“偏离行为”（犱犲狏犻犪狀犮犲）的惩罚来

不断强化群体成员的共享观念，从而维持和延续群体的边界；涂尔干称

之为“机械整合”。在现代社会，随着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分工日益

精细，社会生活多元化，封闭社区基础上的共享观念难以为继，社会整

合更多地通过社会分工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关系来实现，即所谓“有机

整合”。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整合的机制由共享观念的规范约束转变为

随经济交往和社会分工的相互依赖而产生的行为期待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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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涂尔干在他的时代所尚且未及观察和意识到的是，１８世纪

工业革命和大生产提供了崭新的现代组织形式，即大规模科层组织的

形态。尤其是在２０世纪前后出现的有严密纪律和权威结构的列宁式

政党组织，提供了大规模高强度动员和协调能力的组织武器（犛犲犾狕狀犻犮犽，

１９５２），成为国家建设和国家秩序的组织基础。由此，在涂尔干意义上

的“机械整合”和“有机整合”之外，我们观察到第三种模式：“组织整

合”，即通过严密的组织权威和制度来安排和规范组织成员间的关系，

以至于凌驾各个领域之上的一统组织管制，或曰组织一元化。需要指

出的是，已有的有关国家建设（狊狋犪狋犲犫狌犻犾犱犻狀犵）的文献大多来自关于欧

洲（特别是西欧）国家近现代转型的研究发展起来的（犃狀犱犲狉狊狅狀，１９７４；

犜犻犾犾狔，１９７５；犜犻犾犾狔，１９９０）。这些国家从分散自治的城邦到中央集权的

演变过程反映和糅合了宗教与政治、资本与暴力，国家与社会之间长时

段的争夺和妥协。即使在其被称之为“绝对国家”（犪犫狊狅犾狌狋犲狊狋犪狋犲）和集

权政府的阶段，也是充满多元要素的政体，与列宁式政党的国家整合程

度不可同日而语。

组织一元化的治理模式有着一系列特征：依托列宁式政党的组织

形态，在政治领域表现为革命政党式组织，在经济领域中体现为计划经

济，在社会领域中则是组织社会（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狊狅犮犻犲狋狔）；通过高度动

员的组织力量包括各种政治运动来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诸目标（冯仕

政２０１１）。王奇生（２０１０）关于民国时期国民党组织形态的尝试和失败

的研究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帝国之后寻求国家组织形态的努力和困难。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通往执政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通过“组织起

来”的成功之路。建国以后，正式制度上经历了从松散关联到高度集权

的转变；等级严密的组织结构自上而下延伸，从城市到村庄，从生产到

生活，从体制内到体制外，覆盖所有领域，乃中国历史上所前所未有，也

因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组织推动力量。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明代“一条

鞭法”改革与２０世纪五十年代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两个历史事件。前

者历时三代皇帝，由南及北，集点成片，经近百年演变，至于完成（梁方

仲，２００８）。而人民公社集体化过程，其性质和影响面都更为深刻和广

阔，竟然在短短３～５年之间在全国范围推广完成，非强有力组织力量

而不可为之。

意识形态在此间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呢？如犛犮犺狌狉犿犪狀狀（１９６８）

·６２·

社会·２０１９·２



所指出的那样，正式组织与意识形态是中国革命的两个柱石。的确，意

识形态特别是革命认同和民族意识成为新中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意识形态与组织力量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既互为依存又互为替代的

微妙关系。在建国初期，社会分化有限，革命热情便直接成为助燃意识

形态的推动力，人人甘当国家机器上的螺丝钉，此阶段可谓组织基础上

的机械整合；即意识形态的一体化替代了历史上的观念一体化功能。

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热情伴随着频繁的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官僚制正

式程度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了组织的成本。

组织基础上的政治教化虽然奏效一时，但不同于科举制基础上观

念一体化产生的润物细无声之效。葛兆光（２０００：８７－８８）在讨论中国

历史上的思想演变历程时观察到，历史上的主流知识与思想，一旦得到

官方垄断的地位，“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则随之

没有了生气，很快沦落为教条和空泛的命运。结果是，意识形态的维系

和发展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其组织基础，受约于正式组织管控。新近的

研究指出，在１９４９年以来的国家建设中，意识形态运动与高度组织化

密切相关，这一点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杨奎松，２０１３；陈

徒手，２０１３）、干部队伍建设（张静，２０１７）和工厂制度（贾文娟，２０１２）的

诸研究中可见一斑。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组织管控，从官方宣传、文学艺

术到电影电视、教育出版等等，更是国家建设中组织一元化趋向的突出

标志。

我们可以从观念一体化到组织一元化的历史演变来认识中国国家

治理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就人民共和国近７０年的短暂历程来

看，一个明显的趋势是方向相反的双重过程：一方面，组织机制、组织规

模和组织能量日益增强；另一方面，相比之下意识形态逐渐仪式化，在

社会整合上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时代，随着当代社会的多元

化发展，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宗法组织、社会团体不再能够通过观念一

体化加以有效整合，只能更多地依赖强有力的组织制度连接之。各种

强行的组织措施应运而生；例如名目繁多的仪式性活动、严格的规章制

度、政治活动打卡计时，数目字化技术管理，等等。在强化正式组织统

辖的大趋势下，社会不同领域只能越来越通过行政链条和组织激励强

行焊接为一体，显示出简单、生硬、武断的特点，一系列矛盾也随之突出

尖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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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表明，从观念一体化到组织一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组织

制度上一刀切和简单生硬的特点，并没有取消中国国家治理中一统体

制与有效治理两者间的基本矛盾，相反还诱发出新的表现形态，特别表

现在强化的组织力度与各群体之间不同诉求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即数

目字管理与多元化社会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将其视为黄仁宇悖论在

当代中国的新变种。时过境迁，斗转星移，尽管国家治理在今天面临着

新的挑战和课题，但其制度渊源依然如是。这一观察不禁引出以下的

问题：一个整齐划一的一元化官僚组织是否可以与日益多元发展和复

杂精细的社会和谐共处？究竟是新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来适应多元发

展的社会，还是原有的组织结构将社会强行束缚在现在的结构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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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狅狀犳犾犻犮狋狊．犆犺犻犮犪犵狅：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犺犻犮犪犵狅犘狉犲狊狊．

犎犪犾犾， 犚犻犮犺犪狉犱 犎．１９６８．“犘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 犅狌狉犲犪狌犮狉犪狋犻狕犪狋犻狅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

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犚犲狏犻犲狑３３（１）：９２１０４．

犎狅，犘犻狀犵狋犻．１９６２．犜犺犲犔犪犱犱犲狉狅犳犛狌犮犮犲狊狊犻狀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犃狊狆犲犮狋狊狅犳犛狅犮犻犪犾

犕狅犫犻犾犻狋狔，１３６８－１９１１．犖犲狑犢狅狉犽：犆狅犾狌犿犫犻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犓狌犺狀，犘犺犻犾犻狆．２００２．犗狉犻犵犻狀狊狅犳狋犺犲犕狅犱犲狉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犛狋犪狋犲．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犆犃．：犛狋犪狀犳狅狉犱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犕犲狔犲狉，犑狅犺狀 犠．犪狀犱 犅狉犻犪狀 犚狅狑犪狀．１９７７．“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犲犱 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犉狅狉犿犪犾

犛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狊犕狔狋犺犪狀犱犆犲狉犲犿狅狀狔．”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８３（２）：３４０６３．

犘犪犱犵犲狋狋，犑狅犺狀犉．犪狀犱犘犪狌犾犇．犕犮犔犲犪狀．２００６．“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犐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狀犱 犈犾犻狋犲

犜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犜犺犲 犅犻狉狋犺 狅犳犘犪狉狋狀犲狉狊犺犻狆 犛狔狊狋犲犿狊犻狀 犚犲狀犪犻狊狊犪狀犮犲 犉犾狅狉犲狀犮犲．”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１１（５）：１４６３５６８．

犛犮犺狌狉犿犪狀狀，犉狉犪狀狕．１９６８．犐犱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犻狀犆狅犿犿狌狀犻狊狋犆犺犻狀犪．犅犲狉犽犲犾犲狔，

犆犃：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犪犾犻犳狅狉狀犻犪犘狉犲狊狊．

犛犲犾狕狀犻犮犽，犘犺犻犾犻狆．１９５２．犜犺犲犗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犪犾犠犲犪狆狅狀：犃犛狋狌犱狔狅犳犅狅犾狊犺犲狏犻犽犛狋狉犪狋犲犵狔
犪狀犱犜犪犮狋犻犮狊．犛犪狀狋犪犕狅狀犻犮犪，犆犪犾犻犳．：犚犪狀犱犆狅狉狆．

犛犽犻狀狀犲狉，犌．犠犻犾犾犻犪犿，犲犱．１９７７．犜犺犲犆犻狋狔犻狀犔犪狋犲犐犿狆犲狉犻犪犾犆犺犻狀犪．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犆犃．：

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犜犻犾犾狔，犆犺犪狉犾犲狊．１９７５．犜犺犲 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狅犳 犖犪狋犻狅狀犪犾犛狋犪狋犲狊犻狀 犠犲狊狋犲狉狀 犈狌狉狅狆犲．

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犖．犑．：犘狉犻狀犮犲狋狅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犘狉犲狊狊．

犜犻犾犾狔，犆犺犪狉犾犲狊．１９９０．犆狅犲狉犮犻狅狀，犆犪狆犻狋犪犾，犪狀犱犈狌狉狅狆犲犪狀犛狋犪狋犲狊，犃犱９９０－１９９０．

犆犪犿犫狉犻犱犵犲，犕犪狊狊．，犝犛犃：犅犾犪犮犽狑犲犾犾．

犠犪狋狋狊，犇狌狀犮犪狀犑．１９９９．“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犇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狋犺犲犛犿犪犾犾犠狅狉犾犱犘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狀．”

犃犿犲狉犻犮犪狀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１０５（２）：４９３５２７．

犠犲犫犲狉，犕犪狓．１９４６．犉狉狅犿 犕犪狓犠犲犫犲狉：犈狊狊犪狔狊犻狀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狋狉犪狀狊犾犪狋犲犱，犲犱犻狋犲犱，犪狀犱

狑犻狋犺犪狀犐狀狋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犫狔犎．犎．犌犲狉狋犺犪狀犱犆．犠狉犻犵犺狋犕犻犾犾狊．犖犲狑 犢狅狉犽：犗狓犳狅狉犱

狌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狆狉犲狊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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