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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政治的寻根
— — 王长华《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读后
何

满

子

什么样的人 才算是 知识分 子 ,这 个概念 的界定

当时 和后世的这 四家学 说 ,环 绕着士 人与政 治的关

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这里不想介入经院性的 讨论。

系 ,实际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在我看 来 ,这一

卑之无甚高论地说知识分子是社会文 化的载体或集

研 究是 给后 来乃 至当 代的 知识 分子 寻找 基因 的工

中体现者 ,传播者乃至创造者 ,大 概是通得过的。 当

作 ,或曰刨老根。

然 ,也有过“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高论 ,但“高 论”是
只能以高论实即胡说视之的。

春秋 战国时 期积储 的文化 及其著 作 ,是 中国传
统文化的原典。 文化的原典必然显 示一个民族面对

在中国 ,知识分子有个对称词 ,即“士人 ”。 而且

客观世界的最初的情结。 中国士人 的最初最顽固的

士人 似乎还只限 于人文 知识分 子 ,科 技知识 分子有

情结 是如何建立 自己认 为最好 的统治 秩序 ,不管士

别的称呼 ,叫“畴人”即“筹人”。 其实 ,士人和知识分

人自 身是否从政 ,或疏 或密乃 至以消 极的方 式都是

子对称的确定 ,是在汉朝以后。这事曾使北洋军阀时

要干政的。 这个政治情结传到后来 是明清之际的顾

期当过总长的学者章士钊出过洋相 ,他把“二桃杀三

炎武所喊出的“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论。王长华的这

士 ”解读为 “两个 桃子杀 了三个 读书人” ,是经 鲁迅

本书 就逮住了这 个政治 情结做 文章 ,前四章 就分别

杂 文顺便 带到而 为大家所 熟知的。 虽 然 ,分士、农、

以儒、墨、道、法这四家“与政治”为章题展开论证。当

工、商为四 民 ,最 早见于 《谷 梁传· 成 元年》 ,但早期

然也涉及这些学派的自然观、世界观和价值 观 ,但其

的士 ,顾颉刚倾向于定为“武士”虽嫌偏狭 ,但大体上

中心在于这些学派的政治设计和 实践方案。 中国几

是 宗法社会世 卿制下 的执事人 员。 宗法 制“礼崩乐

千年的历史 ,其统治方法变来变去离不开这 些玩艺 ,

坏”之后 ,失职的士就从“执王事”的政 权系统疏离出

或倾向这 ,或侧向那 ,或交互重叠 ,或阳此阴 彼 ,万变

来 ,逐渐成了浮游于社会之上的阶层 ,这个过程就发

不离其宗。 这些文化深层次的东西 至今也还在现实

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其中的精英分子“百家争鸣” ,向

中特 别是知识分 子的心 态中起 作用 ,传统是 没法摆

权力和社会提出各自的主张、学说、治 世之策以干政

脱的。

乃至直接从政。 下文是直到汉武帝选 中了最宜于宗

微感 缺憾的 是 ,本 书没有 论及战 国时期 和墨学

法伦理政治的儒家学说 ,罢黜百家 ,遂 使“儒”“士”连

中分天下的杨朱学说。当然 ,杨朱学说可以作为论证

称 ; 这以后才 形成了士 人和知 识分子 的大致 相应的

的材 料太少太少 ,但无 论如何 它是当 时冲激 得儒家

对称。

大惊失色的信徒“盈天下”的异端 。 作为杨朱学说主

王长华的《春秋战国士人与政治》就是讨论中国

旨的 为我、贵己、守静、全性、保真 、即 尊重个 人的独

早期从政权中分化出来的士人怎么同 政治打交道的

立人 格的精神 ,未始不 在以后 的历史 中以文 化基因

历史。 他挑出当时的“显学”而后世也 支配着中国政

留在士人的意识和情操中。 要说与 西方的人文思想

治文化的儒、墨、道、法四家为代表 ,阐 析这些精英们

接轨 ,那么 发杨朱学说 的潜德 之幽光 倒是非 常可取

的性 质、学 说、效 应和命 运 ,大 致企图 笼罩早 期中国

的。本书最有意味的 是末章《东西士人与政治关系比

士人的全景观。这四家都滋 生于中国社会的土壤上 ,

较》 ,将战国时期山东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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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秦始皇派人 追查 ,把 株连到的 儒生活埋了 460

重则轻王公”的儒生来说 ,简直是 生不逢时。 他们不

多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甘寂 寞 ,不 治而议 论 ,这 些秦始 皇尚能 容忍 ,但当秦

秦始皇“焚书坑 儒”的思想 文化 专制政 策 ,后世

始皇 一经决定推 行郡县 制后 ,他已无 法接受 儒生们

学者 多有批判 ,认为这 是摧残 文化尤 其是史 学的残

的指手划脚。在秦始 皇看来 ,建国初的郡县与分封之

暴之举 ,是史学沦为政治附庸的开始。笔者无意为秦

争 ,尚属统治阶级内部关于国家体制的不同 意见 ,而

始皇 的历史过错 开脱 ,但这次 事件发 生的历 史背景

8年后 的郡 县与分 封之 争 ,显然已 成为 不满社 会的

以及它所折射出的秦代政治思想领域 和史学领域的

儒生 们试图改变 国家体 制、破 坏国家 统一和 政治稳

两种思潮的对立和斗争 ,却少有人论及 ,这不利于对

定的猖狂进攻 ,这是敌我矛盾。 因此 ,秦始皇对这两

秦始皇与史学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认识。

次事 件采取 了截然 不同的处 理方法。 从表面上 看 ,

秦始 皇以武 力统一 天下 ,但军事 征服并 不能消

“焚书坑 儒”的 手段是残 暴的 ,但从国 家统一 的战略

弥一切矛盾。秦灭六国后 ,六国的旧贵族虽然停止了

高度来看 ,却又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了秦始皇和李

公开的武装抵抗 ,但思想领域的斗争 ,带着战国处士

斯等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师今”和追求变革的进

横议的历史惯性 ,依然十分尖锐。 秦初 ,各国游士纷

步历史观。当然 ,维护这种历史观的代价是令人痛惜

纷入秦 ,加之秦国原有的大批客卿 ,形 成了一个庞大

的。

的士 阶层。 这批 人学术 派别不 一 ,政 治思想 观点各

秦始 皇的政 治决策 与史学 ,是政 治家与 史学关

异 ,然“各思其道易天下” ,成为秦代社 会一股巨大的

系史上的重大课题。 史学对秦始皇 政治决策的积极

潜流。加之秦始皇奉行法家 路线 ,其他学派尤其是儒

作用 ,具有更加直接的社会意义 ,是 史学史和政治史

家学派备受冷落。入仕秦朝 的儒生大多数成为“特备

上的宝贵财富 ,总结这份历史遗产 ,不仅对于史学研

员弗用”的博士 ,儒家学说的作用也不 过是秦始皇用

究者而且对于治国安邦者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来粉 饰太平的 幌子 ,这对于 “志 意修则骄 富贵 ,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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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谷 关以西 的秦国 的学术 路数和

215)的寿命。 作者的结论说: 这一历史格局“造成了

选 择取 向 ,士人 的色 相 ,联系 政治 效应 作了 比 较分

严重的双重伤害 ,一方面它取消了士人的真 实存在 ,

析。 从文化角度解说士人和政治的关 系如何导致政

另一方面它也使政治权力在毫无 弹性的严酷统治下

权的兴灭 ,以前似乎很少人尝试 ,这一 解释历史的新

迅速走向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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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切入角度有其启发性。 东面的士人 重议论而不重

历史 不会重 演 ,当 时的士 人也不 等于今 日的知

参 与 ,西面 的士 人则 热衷 于投 入政 治 ; 因此 后 一面

识分 子 ;但 倘略其 形迹 ,存其神 理 ,近 取建国 后至十

(主要是法家 )以自身的急功好利而促 成了暴秦的短

一届 三中全会止 的一个 世代 ,当代知 识分子 也不是

暂成 功 ,这些 士人们也 以自身 的命运 作了抵 押和牺

有很多历史教训可寻么? 自然 ,这是题外话了。

牲品。 秦王朝统一中国只赢得短短七年 (前 221—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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