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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家兴衰：从盛唐到晚清

王裕华


［内容提要］　本文建立了一个分析中国１０００年国家发展历史的基本框架，

这一框架关注国家—社会之间的联系如何决定着国家力量和国家形式。它建构了

三种理想型的精英网络结构，分别是国家精英与不同地方社会团体都有联系的星

状型网络，国家精英分别与不同的社会团体有联系的领结型网络，以及社会团体

之间彼此联系却与国家精英没有联系的指环型网络。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这一

框架解释了从盛唐至晚清的中国国家发展历史。

［关键词］　国家发展　国家力量　国家形式　精英社会网络　中国

本文介绍了一项历史研究项目，题为 “中国的国家兴衰：从盛唐到晚清”。国

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一种组织形式。从人类学的很多证据上来看，在尼罗河

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都出现了早期国家的痕迹。如果从那

个时候开始计算，国家的出现迄今可能已经有近１万年的历史，它对形塑人类社

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欧洲现代国家的起源

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国家，在这么长时间的历史进程当中，其力量、组织形

式以及功能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对政治学而言，虽然很多理论是围绕国家来进

行讨论的，但是我们对国家的认识绝大多数来自美国政治学的著作，而这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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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绝大多数内容又只是基于对欧洲历史的归纳和总结。这些文献中对欧洲的国

家建构是这样表述的：在罗马帝国衰亡之后，欧洲分裂成很多小王国，最多的时

候一度达到２００多个。虽然查理曼大帝治下的加洛林帝国曾经实现了短暂的统一，

但是总的来说从罗马帝国衰亡一直到中世纪结束，欧洲都长期处于分裂的状态之

中。这些小王国的国家能力很弱，无法有效地汲取税负是君主面临的最主要问题。

君主为了收税，也为了打仗，就必须得跟地方的精英进行交易。于是君主就封给

地方精英一块土地，让其成为一个封建主。在战争的时候，这些受封的封建主要

派军队来帮君主打仗，这就是欧洲封建制的起源。

欧洲的封建制是一种土地和军事的交换制度：每次打仗的时候，君主都要去

动员地方的封建主捐钱、捐物、捐人，然后才能去打仗，一开始这种形式还是可

以持续的，但是到后来就无法维系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原来的战争成本比较

低，比如英国国王领着几百个骑士就能去跟法国打仗了。但是大约自１４世纪开

始，欧洲的战争开始出现变革，军事技术、战争形式和战争规模都发生了很大变

化，火药从中国传入欧洲，步兵应运而生，君主不能再依靠骑士去打仗，得靠几

千人、几万人这样大规模的步兵去打仗，战争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昂了。因此，

原来封建主派人去帮助君主打仗的这种模式就无法持续了。这就是蒂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提出的 “战争制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Ｗａｒｍａｄ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ｍａｄｅｗａｒ）① 的理论逻辑。当战争的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只有能够统治很大疆域

的国家、能有效汲取税收的国家才能发起战争。由此，从１６世纪开始一直到１９

世纪结束，欧洲经历了这样一个从战争到国家建构的过程。就这样，欧洲从罗马

帝国衰亡到陷入分裂再进入封建时代，经过不停的战争，最终形成了现代民族国

家，这样看起来是一个线性过程，而现在政治学研究中关于国家建构的主流理论

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二　超越欧洲经验，回到中国本身

但是，在欧洲之外的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事实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

国家、中东国家、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这些国家的国家建构过程往往不是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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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它们的国家发展轨迹像过山车一样，有 “上”也有

“下”。当思考中国时，我们会发现，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中国，从秦汉一直到清

末民初军阀割据时期，其国家建构的历史跟欧洲的历史很不一样，在很多时候甚

至是相反的。换言之，中国从最开始的大一统帝国到清末民初陷入分裂和军阀割

据的状态，在这层意义上，中国的国家建构历史是一个很不线性的过程，有兴起

也有衰落。

所以我们在思考国家建构的时候，应该避免照搬从欧洲经验抽象出来的理论，

应该想一想基于欧洲经验的理论能不能够去解释其他国家的历史。事实是欧洲非

常线性的国家建构过程无法解释欧洲之外的国家建构历史，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

的解释、新的视角。目前来看，学界很多对拉美、非洲以及亚洲国家建构的研究，

都是在简单地去验证能不能将基于欧洲历史产生的理论应用到对某个欧洲之外的

国家的分析。然而国家建构不是一个很简单的线性过程，它有很多的波峰 （ｕｐｓ）

和波谷 （ｄｏｗｎｓ），因此我们应该摆脱这种线性的思维模式，提出能够解释国家兴

衰的理论。

我想推进的研究就是，能否从中国经验归纳出一个新的关于国家发展的理论

（ａＣｈｉｎａ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这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我是中国

人，更在于我希望对中国历史有更多的了解。不仅如此，与其他国家相比，选择

中国案例还有以下三点优势。

第一，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它有很长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科学

研究的层面上有很多数据。现在 “大数据”是学界时髦的词语，其实中国历史本

身就是一个大数据。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就有了具有现代汉字雏形的书写

文字，并且绵延不绝一直持续到现在，超过了２０００年，这跟其他很多国家比起

来，确实是体量非常庞大的数据。

第二，这些数据被很好地保存了下来，有历朝历代编修的国史组成的 《二十

四史》，有 《资治通鉴》，有地方志。此外，每个朝代还有大量的笔记和当事人的

记载，这些数据都得到了很好的保存。我们今人通过对古文进行一定的学习，就

可以去阅读２０００年前发生的事情。这在绝大多数国家是无法做到的。

第三，以中国为经验归纳出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上很多非欧洲国

家历史发展的轨迹。因为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经验跟非洲、拉美国家建构的历史

经验在很多阶段是很相似的，比如前面提及中国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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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陷入分裂割据的境况。同理，在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有很多集权制的王国，

但后来就分裂了。拉美的印加帝国在当时也是很重要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后来也

走向了分裂。所以审视中国历史上国家发展的轨迹，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其他非欧

洲国家的发展轨迹。

三　理论框架与变量的操作化

在本研究中，我想探究的因变量是 “国家发展”。我没有使用诸如 “国家建

构”（ｓｔａｔ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或者 “国家形成”（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一类的词汇，因为我觉得

“国家建构”和 “国家形成”给人一种完成时的感觉，好像这个进程在国家形成

后或者在国家建立后就结束了。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想对国家的变

化过程做一个解释，所以我称其为 “国家发展”（ｓｔａｔ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在这层意义

上，国家发展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此外， “国家发展”是一个很中性的

词，它不会预设这个进程的终点是好还是坏。在国家发展这一大框架里面，我选

用了两个主要指标来进行因变量的操作化，其中第一个指标是国家力量 （ｓｔａｔ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也即国家能力 （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就是国家去动员社会，比如征税、动员

人口的能力。第二个指标是国家形式。国家形式的第一个层面是统治者与精英之

间的关系，它有两种最主要的关系类型：在第一种类型中，统治者跟精英之间处

于比较平等的关系，比如田余庆先生在 《东晋门阀政治》中对 “王与马，共天

下”这一说法的解释，当时以王导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和皇室司马氏的关系就是一

种共治的关系。① 第二种类型是统治者居于统摄地位，能对精英进行完全支配的关

系。国家形式的第二个层面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此我比较关注的是一些

公共物品的供给，如地方的水利工程是由国家来组织修缮还是由国家和社会合作

来完成。比如明清时候的地方水利工程，可能是官督民办，即政府牵头、监督，

具体则由地方的家族来做，这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当然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国家起

的作用可能会更多一些。

我采用的自变量是国家精英与地方社会组织的关系，我给这个变量起了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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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 “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最早出自房玄龄等撰 《晋书》。见 （唐）房玄龄等撰 《晋书》卷

九十八 《王敦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５５４页。田余庆先生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见田余庆 《东晋门

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６页。



字叫 “精英的社会地貌”（ｅｌｉ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ｔｅｒｒａｉｎ）。Ｔｅｒｒａｉｎ这个词在英文里面是指从外

面看一个地方的地理状况，我想用这个词来形容国家的精英和地方社会组织 （团

体）之间的关系。据此，我把这种关系概括成三种理想类型 （ｉｄｅａｌｔｙｐｅｓ）。尽管

它们跟现实还有些差距，但是它们确实代表了理论上的三种理想类型。

第一种精英的社会地貌类型是星状型网络，在这个星状型网络里面，中间的

这两个点代表了两个中央官员，而周边的这些点代表地方的社会团体 （在中国更

多的是家族组织，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则可能是一些部落或其他社会组织）。在本文

中，我更关注的是一些家族的组织。中央的两个精英跟每个地方的社会组织都有

联系，① 比如其中一个中央官员出自太原王氏，他跟博陵崔氏有联姻，这样他跟博

陵崔氏就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形成了这样一个星状的图。另外，这两个中央官员

彼此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之间形成一道连线。

图１　星状型网络

第二种精英的社会地貌类型是领结型网络，在这种类型的网络中也有两个中

央官员，但是他们分别只跟地方的两个家族有关系，因而是地方化的。此外，这

两个中央官员之间却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

第三种精英的社会地貌类型是指环型网络。在这种网络中，地方的社会组

织之间彼此有很多关系，尤其是离得比较近的两个社会组织，但是却不跨越更

大范围。如太原王氏和太原郭氏，都在山西境内，它们之间有联姻关系，但是

跟山西以外的大族就没有关系。不仅如此，中央精英跟地方的社会团体也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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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以古代家族之间的联姻为主，因此更关注姻亲层面的关系。



有关系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自治或者是地方的社会组织完全脱离国家

控制的一种情况。

图２　领结型网络

图３　指环型网络

在此基础上，我试着用这三种理想型的社会网络或者精英的社会地貌结构来

创建一个理论，看能否用这三种很简单的图来解释中国从唐到清的历史。

四　中国国家发展的实证分析

回看前述的那两个因变量———国家力量和国家形式。对于国家力量而言，在

星状型网络里面，如果一个中央官员自己的家族位于 Ａ地，但是他妻子的家族位

于Ｂ地，他通过子女联姻的家族又位于Ｃ地，那么这位中央官员便跟很多地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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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联系。因此，对于这个拥有跨地区社会网络的官员来说，他肯定是希望建立

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能够对他的

社会网络提供一个有效的保护。这其中的道理和规模经济的经济学原理类似，当

精英需要保护很多地方的时候，最经济的方式是去给中央交税，这样中央政府便

能够依靠官僚制和军队来建立全国性的保护。因此，对身处星状型网络结构中的

中央精英而言，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会有一种很强的倾向去加强国家实力，因为

这样的话可以保护其遍布全国的关系网络。另外，可以想象，对国家形式而言，

在星状型网络结构里，假如有一个中央精英，他另外一个亲戚也在中央任职，那

么他们之间的这种社会纽带会很容易帮助他们去采取集体行动。因此，当统治者

想独占权力的时候，他们就可以采取集体行动去抵抗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统

治者很难建立起对精英的支配关系，所以就只能跟他们共治。在唐代和唐代以前

存在门阀士族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这些士族都团结一致的时候，皇权也

要让他们三分。唐初官修的 《氏族志》编入了当时全国的几百个门阀士族。博陵

崔氏排第一，皇族李氏才排在第三等。

在领结型网络中，一个中央官员只跟一个地方的社会团体有关系，比如这个

中央官员的所有家人都在一个市或者在一个县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中

央官员并不是特别想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因为他的家人都非常集中地

生活在一个地方，他就没必要去支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去保护其他地方，因为

成本收益不划算。对于身处这种结构的中央官员来说，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当

然是希望将国家力量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也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国家。即当

有外敌入侵或者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国家能提供保护就行。他不希望国家

太强，因为他想把更多的资源留在地方的家族里面，这样他可以做很多私人的事

情，比如修建一些地方性的工程。因为在家族分布很集中的时候，私人组织是最

有效的一种保护方式，这就是这种网络影响国家能力的逻辑。如果君主知道朝廷

中的这两个大臣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便可以采取 “分而治之，各个击破”（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ｃｏｎｑｕｅｒ）的手段来实现个人集权。在这种情况下，分散的精英会导致君主建

立更多的个人集权。

最后一种指环型网络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它意味着社会完全独立于国家，也

即地方的社会组织之间有关系，但是它们完全独立于国家的控制，中央的精英完

全没有办法通过他们的社会纽带去控制这些社会团体，也不能通过他们的社会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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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动员这些社会团体。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的精英也没有任何的动机去增强国

家实力。比如这些中央精英的家族都住在首都，但是他们在全国的其他地方没有

利益，因此他们是没有必要去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去保护全国的，这对国家

组织的形式也有同样的影响，君主可以利用这些精英彼此之间的矛盾来加强个人

的集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看到比较弱的国家实力和比较强的个人

集权。

对于第一种星状型结构，我将其表述为寡头统治下的国力增强。对于统治者

而言这种情况是不太好的，因为统治者要尊重并接受其他的精英，所以我们可以

看到这一时期的统治者经常会被精英的集体行动推翻。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

它是一种通过从中央向全国各地辐射的组织进行直接统治。第二种领结型结构，

我将其称为社会与国家共治下国家能力的维持，就是只需要维持国家能力而不需

要增强国家能力。对于第三种指环型结构，我将其称为军阀统治下的国家能力的

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社会团体完全独立于中央，它们没有任何动机去增

强国家力量。这是我从这三个很简单的图归纳和总结出的对国家发展的一些

思考。

前文讲到了这些结构的形成过程，那么这三种结构是如何变化的呢？我提出

的理论是它需要一些外部的刺激———非人为控制的一些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气候

的变化。我根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对过去２０００年间地球气温变化的研究数据制

作了一张图，图中在横轴以上的部分表示高于正常气温的温度，在横轴以下的部

分则表示比正常温度要低的温度。① 古代中国的气温跟北半球的气温趋势基本一

致。在１１、１２世纪左右出现了一次 “中世纪暖温期”，气温比较热，然后从１４

世纪开始一直到２０世纪初出现了一个 “小冰河期”，气温又非常冷。与此同时，

我根据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② 的记载对这一时段的战争与叛乱做了统计，发现

中国古代的战争与叛乱跟温度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高峰期，

就发生在 “中世纪暖温期”。这其中的道理是，对于游牧民族而言，只有当中原

地区农业比较发达、连年丰收、产量比较高的时候，才值得发起进攻，所以在

１１、１２世纪左右中原经常遭到游牧民族入侵。因此传统看法认为宋代积贫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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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ｅ，Ｑ，ＺＨａｏ，ＪＺｈｅｎｇａｎｄＸＳｈａｏ，“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ｖｅｒｔｈｅＰａｓｔ２０００ｙ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Ｖｏｌ９，Ｎｏ３，２０１３，ｐ１１５３

《中国历代战争年表》，解放军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图４　中国古代的气候变化、农民起义以及对外战争

是欠商讨的，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暖和的气温导致外敌入侵。而 “小冰河期”

则与古代中国的农民起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两代农

民起义的高潮包括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都发生在

“小冰河期”。

由气候变化导致的冲突就会引起古代中国国家发展的变化。唐代的网络结构

可以用星状型结构来表示，因为当时的国家是由君主和士族共同统治。但到了晚

唐时期，由于黄巢起义屠杀了门阀大族，导致原来的网络结构被摧毁了，因而推

动了唐宋转型。由此，从宋代开始就大规模用科举考试来选拔官僚，科举把地方

·４１·

　　比较历史分析专题




的乡绅精英选拔到了中央，这些地方乡绅跟唐代的那些全国性的士族是完全不一

样的，这些地方乡绅有地方利益，他们只跟某个地方有很强的关系，并没有一个

遍布全国的网络。所以从宋代开始中国就形成了领结型网络结构，这种领结型结

构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鸦片战争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外敌入侵事件，

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随后导致晚清出现了孔飞力 （ＰｈｉｌｉｐＫｕ

ｈｎ）指出的 “地方社会的军事化”① 现象———在太平天国时期，咸丰皇帝需要地

方的乡绅来组织军事组织团练用于镇压太平军，这个时期地方组织完全独立于国

家的控制。杜赞奇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Ｄｕａｒａ）提出的 “国家内卷化”也是同样一个过程。②

这样，晚清国家慢慢失去了对社会的控制，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９年。这一阶

段的中国都是处在这样一种指环型的网络结构当中。

此外，我还做了一些数据分析，这些分析的结果都有助于进一步佐证我对从

唐至清中国国家发展的解释。

五　结语

最后，我以一张关于中国 ＧＤＰ在全世界 ＧＤＰ中所占比重变化的图来作为总

结。这些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媒体上经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中国崛起

（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Ｃｈｉｎａ），但是我每次看到 “中国崛起”一词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词

可能用错了，正确的用法应该是 “中国的回归” （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Ｃｈｉｎａ）。因为从公

元０年开始，中国ＧＤＰ占全世界ＧＤＰ的比重就达到１／４左右，并且一直维持到１８

世纪初。③ 只有在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结束这２００年间，中国的 ＧＤＰ才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又开始上升。

所以，中国ＧＤＰ占比变动反映的中国国家发展历史其实是一个回归的过程，

而不是一个崛起的过程。因此，重新理解历史上中国的国家能力和国家形式，有

助于我们解释当代中国为什么能够回归到历史上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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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ＰｈｉｌｉｐＡＫｕｈｎ，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Ｅｎｅｍｉｅｓ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１７９６－
１８６４，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０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Ｄｕａｒ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ＰａｌｏＡｌｔｏ，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７４
历史ＧＤＰ数据来源于经济史学家麦迪逊 （ＡｎｇｕｓＭａｄｄｉｓｏｎ）的估计。见Ａｎｇｕｓ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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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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