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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中国为什么能：
评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萧    武

一
自 1990 年代以来，宪政理论在中国兴起，时至今日，无论是欧美学术著作的译介还是国

内的历史研究，关于宪政理论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这些研究基本上

可以归为两类，一类以欧美为研究对象，解释宪政为什么重要、欧美为什么产生了宪政，以及

欧美宪政是如何运转的；另一类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着力点在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宪政道

路，以及中国未来应当如何走向宪政。不过，大多数此类宪政理论研究，无论研究对象是什么，

其学术背后的政治意图都是不言自明的，如有人概括的那样，即如何让美国宪法在中国落地生

根，让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的宪政国家。

不过，这些宪政理论研究即便以欧美宪政为对象，能够真正深入到一个国家的宪政是如何

形成并具体运转的却并不多，尤其是宪政在历史过程中的变迁，只是一味地鼓吹宪政如何好，

乃至将宪政神秘化，并将宪政与基督教文化传统挂钩，称之为宪政的超验基础。这样的宪政研

究固然在理论上不是不可以自成体系，但将这个逻辑延伸开来，落实到中国今天的政治现实，

就不太可能了。因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像中国这样的非基督教国家，便无所谓宪政了，除非

让中国也彻底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否则这样的宪政便与中国毫无关系了。有意思的是，这些

年来确实有些研究宪政的学者真的变成了基督徒，但他们变成基督徒之后却又并不怎么关心宪

政问题了。

主流宪政理论一直试图以反政治的姿态来规训政治，回避实际的政治过程，以为只要有一

套宪政规则，政治就可以像给电脑装上一个程序一样自动按程序运转，不用过多考虑人的因素。

主流宪政理论对欧美国家政治的介绍，大多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实际的政治过程，而把那些国

家的宪法过度美化乃至神化。比如，对美国宪政的介绍就过分拔高了原初的宪法的意义，而忽

略了南北战争实际上已经改变了美国，罗斯福新政又再次改变了美国；过分拔高三权分立，而

忽略了三权之间事实上此消彼长的博弈过程。

在中国，对这种宪政理论的第一波冲击来自对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的译介，其

中刘小枫的《民国宪政的一段往事》影响尤为深远，该文借助施米特对自由主义宪法学的批判，

将宪政重新拉回到政治的轨道。比如施米特的《政治的概念》强调的敌友划分、主权决断，都

是对原有宪政理论的批判和挑战。但主流宪政理论对此并没有什么严肃的回应，尤其是对施米

特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深入的讨论，只是将这样的理论归为政治宪法学了事。

作为纳粹德国的“桂冠法学家”，施米特提出了“空间”的问题，也就是指，一个政治共

同体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其政治形态和宪政有决定性的影响。虽然“空间”这个概念因希特勒在

《我的奋斗》中使用比较多，从而变得臭名昭著，但问题依然存在。因为这是客观事实，是无



114

东方学刊  2 0 2 2 年 3 月春季刊

书
 

评

B
ook R

eview
 

可回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冷战的到来，地缘政治学复苏，“空间”重新成为国际政

治理论必须关注和回应的问题。而且时至今日，地缘政治理论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之一。

相形之下，宪政理论反而是在里根-撒切尔的自由主义回潮之后才成为主流政治理论，并成为

欧美国家极力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的政治理论。而中国的主流宪政理论也是在这一波欧美国家

的推动之下才兴起的，倒是很跟得上国际潮流。

在这种背景下，苏力每次谈到宪政问题，都像是在对主流宪政理论发起挑战。比如苏力曾

批评过，国内主流宪政理论和宪法学学者沉迷于国外各种高深理论，但在谈到中国宪政问题的

时候，却总是回避一个最现实也最尖锐的问题，那就是宪政和党的领导之间的关系怎么摆？因

为按照主流宪政理论和宪法学理论，是没有党的领导的位置的，这也是导致宪政理论在中国只

是看上去很“美”，始终无法落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这涉及施米特所说的决断，也就是主

权的问题。

《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1)（以下简称“《大国宪制》”）自然也不例外，是

苏力对主流宪法学的批判，同时也是对宪政理论的研究领域的拓展。从读者的角度看，尤其是

从法学学者的角度看，全书最为精彩也最富于激情的部分可能是“序”和“结语”，因为这两

部分最直接地批评了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宪法学研究现状，尤其是唯洋是举的风气：

除非“贱人矫情”，千万别把宪制 / 政读成了“从此过着幸福生活”的格林童话。（547 页）

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宪制空间中，更经常更大量的人和事是各种形式和方式的利益争夺、钩

心斗角甚至公开冲突，令人心烦，甚至令人厌恶。宪制是要为这样一个其实不大可能和谐，不可

能令每个人满意却都希望按自己的理想改造的社会稳定持续且生动的存在，创造最重要最基本的

制度条件。不但要能在这个社会中运转起来，后果大致可以接受，而且这个社会的各种资源和条

件还能支撑这个宪制长期运转。（548 页）

二
按照苏力的说法，《大国宪制》虽然主体内容是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讨论，但这不是一本

关于历史的作品，而是“一个基于中国经验关于一般宪制理论的尝试”：

我希望提供一种研究宪制问题的立场、视角和进路，甚至是范式，加入目前，不限于中国国

内，宪制 / 法 / 政 / 法律研究的学术竞争，但不是学术政治的竞争。（40 页）

也就是说，苏力这次的意图不只是批评国内主流宪法学和宪政理论，而是“不限于国内”

的，希望挑战国际主流宪法学和宪政理论。所以，开宗明义，苏力在“引论”部分就对“宪制”

一词进行了词源分析，将“宪制”扩展到了“制度构成”。接下来，全书详细讨论了苏力认为

构成历史中国的基本制度，包括政治上的皇帝、封建与郡县、军事，作为社会基础的家庭、婚

姻，经济上的度量衡，文化上的书同文与科举制等他认为重要的制度。

全书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在于解释三个字，也就是“大”“一”“统”，中国为什么能够成

为大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体，以及如何维持这个共同体不解体和

崩溃，为此，中国历史上创造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概括起来，就是中国为什么能够大一

(1) 苏力：《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版。本文涉及对该书的引用，随引文标注页码，不再另外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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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而且持续了两千年？

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大国，而且一直都是大国，这是苏力首先要解释的问题。正如苏

力所说：“为何本书书名是《大国宪制》，而不是《历史中国的宪制》？”（44 页）苏力的回

答其实很简单：只有大国的宪制才有意义，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只有大国历史上的制度构成才

有规律性的东西可以追寻和总结，而小国的宪制很容易受到外力的影响，历史上的偶然性远大

于必然性，自然就没有多大的研究和总结价值。比如，即便今天的专家学者能够把一个太平洋

小岛国的历史上的宪制研究得十分精妙，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这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自

然也就没什么必要去关注。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苏力认为过分拔高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民主制

度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从中国的角度看，那些国家实际上就是几个村子大小的人口和

土地规模，而欧美后来形成的民主制度实际上也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没什么关系，而是在

经历了复杂的政治博弈之后才形成的制度。毕竟，制度需要设计，但更多的时候是在历史发展

的进程中逐步演变而成的，太滞后了不行，太超前了也不行。

第二个核心问题是统一。中国虽然历史上经历过多次分裂和战乱，但最终都走向了统一。

而且，每一次分裂都是中国核心区域的大开发时期，而且都是先完成局部的统一，为下一次全

国性的统一做准备。比如从东汉末期开始，中国进入大分裂和战乱时期，虽然中间经历了西晋

的短暂统一，但未能维持多久，因为导致分裂的那些因素并未消除，所以很快就又一次陷入了

分裂，而且是远比东汉末期群雄并起时规模更大的战乱，也就是五胡十六国到南北朝。但在此

之后，中国又重新走向了统一，并且迎来了又一个文明高峰，即隋唐。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

让中国始终能够在治乱循环的同时，又在分裂与统一之间循环，并且总是像滚雪球一样，不断

在横向上把统一推向空间上的扩大，同时又能在纵向上把统一的深入程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苏力对此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分封与郡县等角度都做出了解释：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真正值得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做法是否没有弊端，全是收益，而是（1）

总体而言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或（2）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否无可替代，乃至是必要之法；

或（3）放在历史发展中来看，这些努力对于人类来说是否是有益和必要的尝试。（331 页）

最后，“统”在这里是统治的意思，也就是不仅有主权，而且有治权。古代中国能够对面

积如此广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使之始终处于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下而不至于

崩溃和瓦解，而且从现在能够追溯到的华夏文明起源的夏商周时代直到现在，始终能够保持这

样的状态，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历史现象。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哪些制度起到了关键的、决

定性的作用？苏力从官僚制、分封制、行政区划、改土归流、精英政治等角度做了解释。虽然

他的解释未必让人信服，尤其是在历史学家看来，结论未必正确，但正如苏力所言，该书本来

就是写给法学界的，尤其是宪法学界，从这个角度说，苏力在该书中所讨论的议题以及分析问

题的方式，足以大大拓展国内宪法学界的研究论题。

三
难能可贵的是，苏力一直极力避免形而上的解释，尤其是过度拔高文化的作用，而是一直

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以社会科学的方式进行了解释。苏力反复强调，他尽量避免做价值判

断，也就是以好坏来评价一个制度，而是用是否有效以及是否更有效率来作为衡量标准。比如

对儒家的态度，苏力明确表示他本人并不喜欢，但他仍然使用了儒家的一些基本概念，比如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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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治国平天下：

坚持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本书因此完全彻底拒绝了近代那种强调“内圣外王”的新儒家传

统，一种思辨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传统。拒绝的根本理由是社会实践，而不是个人的学术好恶。

……

我不喜欢规范性和伦理性“齐家”话语。那可以算是学术或思想，却不是我喜欢的、源自可

分享的社会经验并可能进入现代社会实践的社会科学的理论。（168—169 页）

这和近些年来那种一旦讨论中国历史问题，就必然要抬高儒家传统、从文化到文化的研究

方式大异其趣。所以，苏力明确表示，他在解释方法上更多地使用了功能分析：

我更多使用了功能分析，解说某种社会实践或制度对于人类生存和国家社会整合的作用。但

功能分析是研究者的事后分析，能说得通，却很难验证。只展示了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不敢妄称

其真实或可靠，更没打算接近真理。（561 页）

但危险也在于，如果将功能主义用到极致，就可能会推导出一些说服力不足的结论。全书

论证最为薄弱的也许是关于经济的两个部分，也就是第六章“度量衡的宪制塑造力”和第七章

“经济的构成与整合”。苏力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之所以优先统一度量衡，而不是统

一货币，就是因为统一度量衡的作用更为基础、更为重要：

度量衡在中国从封建到中央集权的制度演变和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1）改造土地制度，创造

赋税制度；（2）实践俸禄制，创造理性的官僚制；以及（3）对官员的监察和绩效考核制。（271 页）

这个解释未免有牵强之嫌。首先，改造土地制度实际上是从“鲁税亩”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因为到春秋晚期，由于铁器的出现和发展，原来的井田制逐步崩溃，所以到战国时期，各国纷

纷进行变法，做法总体上大同小异，和商鞅变法的内容相近，即国家的统治和管理要适应客观

条件的变化，尤其是井田制崩溃的现实，于是逐步实施赋税制度了。而这早于秦始皇统一度量

衡。即便各国内部统一度量衡和货币，也是在井田制崩溃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其次，俸禄制出

现在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逐渐普及。春秋之后贵族有爵位，官员都是贵族，有自己的世袭领

地，所以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爵位享有收益，担任与爵位相对应的级别的职务。但在官员之外，

周朝还有一大批胥吏，他们没有世袭领地，只能从国家或者领主那里按月领取口粮。到战国时

期，随着世爵制逐渐被废除，官员的任免和升降越来越频繁，开始普遍实行俸禄制，即官员按

照自己的级别按月领取相应的俸禄。最早的俸禄以谷物的形式发放，所以叫若干石。不过，苏

力这个解释的有效之处在于，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只有低级官员才按级别按月领取俸禄，最高

只有一千石，到了秦统一六国之后才出现了比较高级的两千石。(1)

此外，在第十章“作为制度的皇帝”中，关于嫡长子继承制的解释也稍嫌牵强。苏力讨论

了中国历史上的三种继承制度，分别是嫡长子继承制、立幼制和立贤制，这三种继承制度各有

利弊，但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制是风险最小的继承制度，所以被作为皇权继承制度规定了下

来。但嫡长子继承制实际上并没有一直得到坚持，无论是秦汉、隋唐还是宋朝，都不是完全的

嫡长子继承制，更多的时候是综合考虑的结果，真正贯彻嫡长子继承制的反而是明朝，清朝也

不是嫡长子继承制。事实上，嫡长子继承作为一种原则性的规定，并不是因为嫡长子继承制的

(1)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5—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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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更小，而是因为“子凭母贵”，嫡子出自嫡妻，而嫡妻在宗法制度下的地位高于庶妻，所

以嫡子在继承权上也优先于庶子。这也就是《春秋》开篇“郑伯克段于鄢”表述的意思。因为

嫡庶和君臣一样，是有上下尊卑的。

四
苏力在《大国宪制》各章节中的讨论建立在一些基础性的概念之上，主要是农耕文明、小

农社会、同姓村落、精英政治。这几个概念在不同的章节中都是苏力展开讨论的关键词。其中，

农耕文明在“引论”部分关于国家的起源、父慈子孝与长幼有序、军事的宪制塑造等几个部分

处于核心地位，小农社会在父慈子孝与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等部分处于核心地位，同姓村落主

要是在关于“齐家”的两章中，精英政治主要支撑了书同文和官话、政治参与等部分。

其中，关于精英政治的讨论中非常有启发性的地方在于，苏力不仅考察和解释了从推举制、

察举制到科举制的精英选拔制度，更重要的是他加入了空间的维度，也就是官员分为不同区域

录取，这是只有大国才会遇到的区域之间的政治均衡问题，小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这也可

以说明，中国之所以是大国，治理需要通过很多技术手段来实现，尤其是要通过一些所谓的传

统智慧来保持区域之间的均衡，以免让一部分地区失去对中央的忠诚。这就是说，虽然各种选

举制度的目的都是为了选拔精英来进行统治，但在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谁是精英谁不是精英的问

题上，很难有一个全国“一刀切”的标准。一定程度上，今天高考以省为单位设置不同的分数

线，也可以视为这种传统政治智慧的延续。

我在这里重点讨论农耕文明。当然，这不是对苏力关于长城的功能的解释的批评，而是一

种补充。希望这个补充有益于提高苏力的解释的有效性。

所谓农耕文明，当然是与游牧文明相对而言的。自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提出“400 毫米降水分布线”(1) 这一观点以来，关于中原地区

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讨论，就经常会提到这一点。近年来一些影响很大的关于边疆的著作中，也

经常出现这样的划分，典型的比如施展的《枢纽》。

施展重点论述草原地区“武德充沛”、中原地区“费拉不堪”，草原游牧民族一旦接受中

原地区的农耕文明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也会变得“费拉不堪”。(2)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拉铁

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强调的恰恰不是长城分割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作用，而是

重点指出长城南北地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形态文明的交流的地带。因为这是一个既可以游牧也

可以农耕的地带，但究竟是游牧还是农耕，取决于中原农耕帝国的政治是否稳定，能否对这一

地带有足够的控制力。辽东地区、今天的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的一些地区都是这种区域的典

型。中原王朝强盛，能够对这些地区形成有效控制，这些地区上生活的即便是内迁的游牧民族，

也会逐步转变为农耕生活方式；而当中原王朝政治混乱，无力实际有效控制这些地区的时候，

这些地区的汉人也会逐渐胡化，比如北齐的皇族高欢，就是典型的胡化了的汉人。

《大国宪制》在第四章“宪制的军事塑造”中，也提到了长城的作用：

(1) 参阅 [ 美 ]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2) 参阅施展：《枢纽：3000 年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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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不止一个人称，长城纯粹是个神话，因为从其第一天建设，在军事上，长城就毫无用处。

我必须打其脸。（200 页）

苏力认为长城不但有用，而且非常重要，因为它作为一项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国防工程，

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为农耕地区提供了保护，“秦汉正面例证了长城对于维护中原农耕文明的制

度意义”（203 页）。也就是说，苏力认为长城实际上在古代中国农业时代扮演了一种制度性

的角色，以此来保护中原农耕文明。如果从空间的角度看，这当然没有问题，而且把长城的意

义提升到了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的地位，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从中原王朝的角度看，修建长

城就意味着中原王朝为自己建立了一条能够进行实际有效控制的防御线，实际上长城不仅是防

御线，同时也是进攻出发线，每个王朝在国力强盛时期，对北方游牧民族发动进攻的时候，都

是在长城沿线完成军事集结、储备军事物资的。

但从客观效果来说，正如苏力自己也承认的，长城作为一项被动防御战略下的国防工程，

要发挥其功能，需要许多其他条件的配合。长城形成在秦朝，但发挥作用在汉朝。然而如果稍

微熟悉汉朝的历史就知道，在匈奴强盛的时期，几乎每一次匈奴的大规模南下，长城都未能起

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匈奴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长城以南的农耕地区，劫掠

一番之后从容离去。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朝放弃了沿长城被动防御的战略，而改为主动进攻姿态，

以大兵团多路出击，越过长城线，深入漠北，寻找匈奴主力，与匈奴进行战略决战，才最终迫

使匈奴逐渐走向衰落。也就是说，在秦汉时期，最终解除匈奴对中原农耕地区的威胁的，不是

长城的防御功能，而是中原王朝的主动出击。换句话说，长城作为防御线的功能可能被高估了，

而作为进攻出发线的功能却被低估了。“筑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改善阵地，有利于自己

部队的行动、不利于敌人行动的一种手段。”(1)

这其实不难理解，只要到过长城的人都会发现，长城实际上并不高大。而且，长城并不都

是用砖修砌而成的，在河西走廊漫长而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都是夯土墙。在几万人的大兵团

进攻面前，很难真正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只有在长城沿线屯驻大量军队，由军队依托长城的

工事来进行防守，长城才能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而要在长城沿线长期驻扎这样大规模的兵团，

其代价是非常高昂的。比如秦统一之后，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军队一边在长城沿线驻防，抗

击匈奴，一边为修筑长城提供军事掩护。长城防线真正成熟是在明朝时期，我们今天看到的长

城绝大部分也都是明朝时期修筑的，而明朝在长城线形成了九边防御体系，就是把今天东起山

海关、西到嘉峪关的万里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区，驻扎了近百万人的军队，才形成了完整的

防御体系。即便如此，在土木堡之变后，大同守将仍在坚持抵抗，也先也能够率领瓦剌军队，

拆毁了一段长城，长驱直入，直抵北京城下，与明军在北京城下进行决战。到晚明时期，女真

崛起，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尤其是皇太极，也曾多次绕过防守严密的辽东防线，从居庸关附

近突破长城防线，直逼北京城下，打乱了明朝的部署。

也就是说，在大规模军事进攻面前，长城能够发挥的防御作用其实非常有限。但正如苏力

指出的，这并不是说长城毫无作用，长城依然非常重要。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长城虽然无法阻止游牧民族的大规模军事入侵，但可以阻止游牧民族对农

(1)  康宁：《长城与古代战争》，载南京军区司令部编研室、《史学月刊》编辑部编：《中国军事史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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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区小规模的、日常的侵扰和劫掠。实际上，拉铁摩尔所谓的长城沿线地区两种文明和两种

生活方式之间的交流，相当一部分就是以这种游牧民族在农耕地区的劫掠的形式进行的。因为

对游牧民族来说，通过贸易的方式从农耕地区获取一些生活物资，他们很难在这种贸易中占到

什么便宜，如果只是和平贸易，他们很快就会像今天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下与发达工业国家进

行所谓自由贸易的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变得一无所有，完全被农耕地区控制。所以，对他们来说，

最为便捷的方式就是劫掠。这既包括劫掠物资，也包括劫掠人口。汉朝时期，匈奴南下的一个

重要目的就是从中原农耕地区劫掠人口，充当匈奴贵族的奴隶，在适合农耕的地区种植粮食；

准噶尔强盛时期，也曾在南疆劫掠维吾尔族人口，劫去伊犁河谷适合农耕的地区为他们种地，

后来为祸清朝的大小和卓，就曾被准噶尔劫持到伊犁河谷地区种地，直到清朝消灭准噶尔，才

被放回南疆。长城虽然无力阻止数万人规模的军事入侵，但是阻止这种几十、几百人的日常化

的侵扰、劫掠还是够用的。这是长城的第一个作用。

长城的第二个实际作用是，游牧民族虽然可以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时候拆毁长城，但小规

模的人群在长城面前是无计可施的，只能通过中原王朝沿长城设置的各个关口进入中原地区，

进行贸易往来。这就意味着，是否在长城沿线地区开放中原内地的商人与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

主动权完全在中原王朝手中。这种贸易对中原王朝来说，除了作为军事战略物资的战马是内地

非常需要的之外，游牧地区所能提供的其他贸易物资，对中原地区来说其实并不重要、可有可

无。如果没有长城，在长城附近游牧的部落就可以与内地进行日常化的物资贸易往来，中原地

区很难对这种物资交流进行有效管理。而有了长城，无论是内地的商人把内地的物资贩运到长

城以北的游牧地区，还是游牧地区的部落与内地开展物资贸易，都必须到中原王朝指定的地区

进行。也正是因此，才有了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在《危险的边疆》一书中所

说的那种中原与游牧帝国之间的战争。按照巴菲尔德的解释，游牧部落必须从内地获取大量的

生活和生产物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给中原王朝施加足够大的压力，逼迫中原王朝开

放贸易；如果游牧部落都联合起来，形成大的游牧部落联盟国家，在军事上对中原王朝构成威

胁，中原王朝往往会对游牧地区采取强硬的物资封锁策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经济制

裁和经济封锁。(1) 明朝在对待蒙古的策略上，从土木堡之变后，实际上已经转入了全面防御阶段，

修筑长城也是在这之后。但也正是在这之后，明朝一方面加强和完善长城沿线的防御体系，另

一方面拒绝先后崛起的俺答汗、达延汗等已经形成局部性游牧部落联盟国家的贸易要求，始终

不同意像宋朝那样以“岁币”的形式对双方之间的贸易差额进行补偿。这种游牧部落的敲诈始

终无效，最终导致蒙古日渐衰落，无法形成统一的部落联盟国家，只能分别接受明朝给予的封

号，以朝贡的方式与明朝进行贸易。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白登之围的时候，冒顿单于会轻易地接受

汉朝使节的建议，形成了和亲和岁币的策略。而和亲的主要意义实际上并不是政治联姻，在游

牧帝国与中原农耕王朝之间建立血缘关系，而是因为和亲都是以汉朝公主出嫁到游牧帝国的形

式进行的，汉朝会按照公主结婚的规格，并且一般都要远远高于这个规格，在出嫁的时候赠予

大量的物资作为嫁妆。在和亲之后，汉朝还要周期性地派遣使节携带大量物资进行探望。这些

(1) 参阅 [ 美 ] 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



120

东方学刊  2 0 2 2 年 3 月春季刊

书
 

评

B
ook R

eview
 

物资对汉朝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只关乎面子问题，而对匈奴单于来说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正如汉朝使节所说的，只要单于同意放汉高祖一马，以这种形式进行物资交流，所有的收益都

会由单于独享，单于如果坚持要以武力消灭被围困的汉高祖及其率领的三十万军队，即便匈奴

能够打赢，战利品也是由匈奴各个贵族分享，并不完全归单于所有和支配——因为匈奴在战利

品分配上的原则是谁抢到就归谁。按照巴菲尔德的观点，实际上，单于得到的这些财物也并不

完全归单于独享，单于仍然要在贵族之间进行分配，只是单于掌握了这个分配的主导权，从而

可以形成他与其他贵族之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汉朝希望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流是以官方对官方的形式进行，

因为这样才能使朝廷掌握贸易方式的主导权。而且，汉朝以己度人，认为这样的交往方式对匈

奴自身也是适用的，而且对匈奴单于个人也有利。对一个强调秩序和稳定的农耕王朝来说，始

终将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维护统治秩序的关键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汉朝拒绝与

匈奴之间的民间贸易往来，汉朝当然也是愿意进行这种贸易往来的，只是这种贸易往来同样必

须在朝廷指定的地区、以朝廷指定的方式进行，而且在交易的物资品种上，也必须遵守朝廷的

规定。比如铁器对大多数游牧民族来说，一开始都是不能生产的，只能从内地通过物资贸易来

获取，而中原王朝将铁器视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禁止中原地区的商人把内地的铁器贩运到游牧

地区去。

也就是说，长城作为苏力所说的一种制度，实际上并不只是一种针对游牧民族的防御工事，

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为中原王朝实际有效控制的疆域划出的一个边界，而这个控制和管制对

象也包括中原地区的人民。而对人民、物资的有效管理也是国家的重要目标，尤其是在物资相

对比较紧缺、绝大多数人口实际上都挣扎在温饱线边缘的农业社会，这一点尤其重要。那些不

重视长城，或者失去了长城沿线控制权的朝代，也就因此失去了对物资的控制权，从而要么像

五胡十六国时期一样，整个北方的农耕人口都成为游牧民族的奴役对象和劫掠对象，要么像宋

朝一样，燕云十六州成为辽国源源不断地获取生产和生活物资的地区，而辽国因此与其他游牧

帝国完全不同，发展为一个兼有游牧地区和农耕地区的帝国，其稳定性远高于一般的游牧帝国，

北宋只能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的境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为什么长城

对历史上的中国而言，是一个苏力所说的重要的制度构成，因为如果失去了对长城沿线的有效

控制，无险可守的整个华北平原地区门户洞开，中原王朝就完全暴露在游牧民族的刀尖之下。

五
对于中国的宪政理论和宪法学研究来说，《大国宪制》的贡献和意义自不待言。苏力在书

中所坚持的立场和所用的分析方法也是有效的，许多解释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功能主义的分

析方法也没有问题，但因为这部近五十万字的皇皇巨著涉及的历史问题太多，而且是跨多个学

科的，所以在细节上难免会出现一些缺乏说服力的地方，但这仍然无损于这部作品的精彩和贡

献。尤其是对更年轻的学者来说，《大国宪制》的贡献在于，把更多的问题纳入了宪政研究的

范畴，拓展了宪政理论的空间，有心人还可以沿着他开创的进路继续走下去，让相关问题的研

究和解释更加深入。这其实也是苏力的著作一贯的风格，读者不一定同意他的分析方法和结论，

但在阅读过程中总是能够得到启发。

此外，正如苏力所说，“历史有时即使会极大程度地影响今天和明天，却无法完全规定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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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明天”（543 页）。历史上曾经有效而且高效的一些制度，在今天可能已经无效了。原因

很简单，随着技术进步，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时代，许多农耕时代的经验在今天很难再发挥作

用了。即便有些制度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已经和历史上的面貌完全不同了。但这并

不意味着这些制度被创造出来及其运转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思考、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无

效了。因此，宪制不仅需要空间的维度，同样需要时间的维度，对许多曾经有效的制度的理解

必须放在历史变动的背景下来把握，而不能完全拒绝这种历史条件的变动。

比如该书中的一个关键词是小农社会，但小农社会只是基础，小农究竟如何组成社会，这

是一个漫长的变动的过程。打个比方说，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好比是砖头，但如何用这些砖头

来盖房子，组成一个社会、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方式。秦汉时期的

庄园农奴制、魏晋时期的领主制都是建立在小农的基础上的，但它们的组织方式迥然不同。与

此相应的则是一些制度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我们常说的“皇权不下县”，实际上就是个

误会，秦汉时期的皇权就是下县的，亭长就是县以下的官吏。真正的皇权不下县，是宋朝以后

才出现的现象，因为这时候才出现我们常说的意义上的真正的小农社会。宗族在历史上曾经发

挥过基层组织体系的功能，这是建立在许多制度基础上的，而在中晚唐之后，宗族赖以存在和

维系的条件变了，制度逐步瓦解，宗族对单家独户的小农家庭已经失去了强制性的硬约束能力，

这才有了宋明理学比较关注的乡规民约制度，乡贤在基层社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当然不是说苏力不应该坚持“拧干时间”的态度，而是说，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释上，

还需要考虑时间的维度，要考虑一些外部条件的变化，这样才能让自己的解释更有纵深，更为

有效，也更有说服力。这与从历史经验中抽象出理论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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