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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民族国家史的构建与“最早的中国”之说

徐良高 周广明

内容提要：古今文献中的“中国”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古代“天下观”中，“中国”不仅指

地理上的“天下之中”，还具有权力中心、先进文化的象征意义，而当代“中国”是主权独

立的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中众多的彼此平等的民族主权国家之一，仅仅出现于中国进入当

代国际政治体系的近代，古今“中国”之间有根本的不同，不能简单等同。但在当代民族国

家历史叙述的建构中，受到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具有强烈“自我历史认同”的中国历史

学家们简单地将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 联系起来，并由此追溯出当代“中国”的悠

久历史。从学理上将，这种历史追溯法，将古今“中国”简单等同起来，并轻易地以今天的

观念去定性上古某某考古学文化为“最早的中国”的做法都是存在问题、有失偏颇的，有过

度解读之嫌。我们应该跳出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以世界的、人类的眼光来看待那些存在于

当代中国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或古代文明的历史意义，同时以多元与多源的观念来认识当代

“中国”的历史形成过程。

关键词：中国，最早的中国，天下观，民族国家，历史建构

在当今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作为普世政治体而存在的大时代背景下，在无可回避地受到

民族主义思潮所影响的中国文明探源研究这一学术热点的带动下，“最早的中国”成为当今

史学界、考古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各种观点纷纷出现。

中国悠久的历史学传统给我们一般中国人带来的印象是：“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整体

性、一致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传承有序，在当代中国的这片大地上，最早的文化就是

中国文化的始祖，最早的国家文明就是“最早的中国”，古今“中国” 一脉相承，历史文化

延续不断。传统上，根据文献记载，一般认为最早的中国就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

——夏王朝。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给我们不断带来令人震惊的各地考古新发现，

远远超越了传统文献记载所提供给我们的关于这片大地上古人文化成就的认知和想象，促使

我们重新认识文明的出现、国家的诞生、文化的特征，等等。根据这些考古发现，国内不断

有学者提出各种版本的“最早中国”说，如二里头文化最早中国说
1
，陶寺文化最早中国说

2
，

良渚文化最早中国说，红山文化最早中国文明说，甚至庙底沟二期文化已形成最早的文化中

国说
3
，等等。

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接受这种古今一体的观念和“最早的中国”可以不断前提的做法，

“过去，外国的中国学界一直有争论，即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

—共同体’，一个浩瀚无边的‘帝国’，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

‘民族——国家’？”4“不能要求欧美、日本的学者，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出于自然的

感情和简单的认同，把‘中国’当作天经地义的历史论述同一性空间（应当承认，有时候，

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是会引起一

1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8月。
2 《“最早中国”从这里走来》，《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 12月 14日第 4版。

《中科院：山西陶寺或系尧帝都城 最早中国非夏朝。》

http://news.sohu.com/20150619/n415299072.shtml。
3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5 月。
4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 4页，中华书局，2011年 2月。

http://news.sohu.com/20150619/n415299072.shtml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9%CF%BA%A3%B9%C5%BC%AE%B3%F6%B0%E6%C9%E7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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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问题的），更不能要求他们像中国大陆学者那样，有意识地去建设一个具有政治、文化和

传统同一性的中国历史。所以，有人在进行古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描述时，就曾经试图以‘民

族’（如匈奴和汉帝国、蒙古族和汉族、辽夏金和宋帝国）、‘东亚’（朝鲜、日本与中国和越

南）、‘地方’（江南、中原、闽广、川陕甚至各个州府县）、以及‘宗教’（佛教、回教）等

等不同的观察立场，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这些研究视角和叙述立场，确实有力

地冲击着用现代领土当历史疆域，以政治边界当文化空间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做法，也改变了

过去只有‘一个历史’，而且是以‘汉族中国’为中心的‘中国’论述。”1台湾学者吕春盛

对大陆流行的四种关于“中国”的论述，都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认为要界定一个完整意义

的“历史上的中国”，恐怕是几近不可能的事。2

那么，从建构史观的角度，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即为何那些在当代中国范围内的

考古学新发现往往被简单地、直接地定性为“最早国家”，进而成为“最早的中国”？历史

学家、考古学家是如何处理这些早期复杂社会与当代民族国家的“中国”之间的关系，进而

构建出一种当代民族国家史的叙述？为何这样处理？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在其中发挥着作

用？我们如何看待这种观念和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能厘清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对于当前的一些历史学困境也许就有了更深刻的

理解，对于历史学、考古学的时代性、思想性也就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第一节， 古代天下观下的“中国”

中国古代的“天下观”

要想真正理解古代“中国”这一概念的内涵，必须首先理解古人的“天下观”。

“天下”是中国古人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想象和称呼，那么，古人想象中的天下是怎样的

呢？

商朝时，关于中心和四方等方位概念就已确切地出现了。西周时期，《诗经·小雅·北

山》记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既超越血缘性集合体，也超

越具体国家政治体的地缘统合，成为广域性的地缘统合体。从周代到秦汉，“天下”、“四海”

等辞汇频频出现在文献中。

日本学者田崎氏通过对《尚书•洪范篇》的分析，认为“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意味着

世界与无限之地。”“领土无限的观念，换言之即为拥有天下，即为大一统思想。”“洪范中的

天下观念，并不认为拥有服从君权之身份的人民有一定的范围限制，人类全体都可以成为王

治之下的人民。”“将天之理念实践、扩展至全天下的，乃是‘天子’。将天之理念作为实践

目标而接受时，称之为‘天命’。天命的内容，就是安定天下之民的日常生活。……以民之

意志、感觉为己之意志、感觉而实现天命的能力，就是所谓的‘德’”。天下型世界观就是以

“天”、“天子”、“民”、“德”这样四个词语为基础而形成的。3

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国家政治形态，指出：“今天我们所说的夏、商、周三

‘朝’之相继确立，在当时人看来，夏之为夏、商之灭夏、周之翦商，并不是建立了一个新

的‘国家’，而是统治了‘世界’，也就是成了天下之主。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

1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 5页，中华书局，2011年 2月。
2 吕春盛：《关于大陆学术界“历史上的中国”概念之讨论》，载《台湾历史学会通讯》（台北：历史学会，

1990）第二期）。转引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 14页，中华书局，2011
年 2月。
3 见（日）渡辺信一郎 著，徐冲 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 11页，

中华书局，2008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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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所谓‘国家’，在那个时代的人眼里，是有唯一性的，也就是说，‘夏王朝’是夏那

个时代的世界的全部，商、周也是一样，周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应该是那时候人们关于统治范围的实际认识，而不是夸诞之辞。”“他们（周人）以为他们所

居住的黄河流域，再进而扩展到东至于海、南至于海、北至于肃慎、西至于流沙，这就是‘天’

之下的全部。因此，他们创造出‘天下’这个词，实是用来指称他们眼中的‘世界’；而这

个世界，他们也称之为‘四方’。”“这个‘四方’，不仅包括中原的诸侯庶邦，也是包括当时

所谓‘蛮夷’的，《大雅·江汉》、《虢季子白盘》、《驹父盨盖》铭文等例子都表明，那时所

谓‘蛮夷戎狄’，统统都包括在周王所统治的‘天下’、‘四方’之内。”1“三代的递嬗，按

当时人的说法，是所谓天命的转移，是一个国家内部兴起的一股势力夺取了政权，而不是敌

体的两个对立国家一个战胜了另一个的结果。因为三代国家是唯一的，当时国家的统治者

（夏、商的王，周的天子），也就成了至尊无上的‘一人’，其他各地诸侯邦君、蛮夷戎狄的

首领，都无法取得与天子对等的地位。自夏商以至西周，这种情形维持时间甚久，给了古代

中国人极其深刻的影响，‘天下一统’的观念即由此而来。” 2

日本学者渡边信一郎认为，以战国汉初的非儒家文献为中心，四海、四极、四荒等超越

了九州=中国的诸领域被构想出来了。九州——四海——（四荒）——四极这样依次延展的

重层式世界观，是以王城为中心渐次扩张的世界，是中国中心的世界观。3王朝之名被定义

为“领有天下之号”，始自王莽，并成为其后历代王朝国号观念的基础。分裂时期的王朝与

异民族入主中国所建立的王朝，多单以国号称呼王朝之名。但是在统一王朝的场合，则都将

王朝之名明记为“领有天下之号”。4

殷海光、Arthur F. Wright 等也提出过相似的观点。5

总之，天下只有一个中心——中国，天子受命于天，居于中国，管理天下，是天下的象

征，正如司马光所说：“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载

于《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黄初二年下·著正闰之论）

传统上，从孔子的“天下大同”理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均是一种天下情怀，是对人类

共同命运的关怀，并不是一种限于有限人群和地域的“民族国家”情怀。在中国历史上一般

只有自称拥有天下的王朝，没有边界清晰，主权平等的国家概念。“数十年来，国家主义，

也正在发展。原来在我国过去，只有天下的观念，或是世界的观念，没有近代的国家主义，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这个意思。”6有学者说：“在与欧洲发

生接触之前，中国的语言中没有与西方的‘民族’这一概念对等的词汇，更不用说这个词汇

所包含的‘民族国家’这层政治含义。到那时为止，乃至在那以后很久，中国在客观上都是

一个具有许多文化小传统和一个文化大传统，基本处于‘帝国’状态。……按照‘天无二日’

的逻辑，世界上当然没有与它对等的概念。”7

虽然，清初的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天下与国家的关系进行过思考，开始将天下与朝

廷政权区分开来，如他在《日知录·正始》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

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

1 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第 206—219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2 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第 321—328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 （日）渡辺信一郎 著，徐冲 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 67页，

中华书局，2008年 10月。
4 （日）渡辺信一郎 著，徐冲 译：《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第 4—5页，

中华书局，2008年 10月。
5 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 1—19页，海三联书店，2003年 1月。
6 陈序经：《文化学概观》，第 38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6月。
7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第 51页，民族出版社，200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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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耳矣。”（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即“亡国”与“亡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亡国”是指改朝换代，换个王帝、国号，而仁义道德得不到发扬广大，统治者虐害人民，

人民之间也纷争不断，称之天下将灭亡。保国这类事只需由王帝及大臣和争权夺利的人去关

心。但是“天下”的兴亡，则是举国上下，包括在野的士大夫及下层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士在

内的大事，人人都有责任。

“古代中国关于‘天下’、‘中国’、‘四夷’的思想与想象直到十六世纪下半叶，已经充

分世界化了的西洋人来到中国，才有变化。明代万历十二年（1584 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窦的《山海舆地图》在广东肇庆问世（后来在北京由李之藻主持刻印时改称为《坤舆万国全

图》），这才使中国人开始看到并意识到了‘世界’万国的实际存在。”1

我们要特别指出，古代的“大一统”天下不是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上古的“大一统”,

是指以王权为象征与政治信仰归向核心的一种封建式的、层次－等级化上下内外关系的体

制。
2
天下由围绕“中国”这一中心的一层层由内向外的文化圈构成，“天下观”下的国际关

系是一元化的以“中国”本朝为中心的非平等的朝贡—藩属关系。明太祖朱元璋说：“自古

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

“天下观”不仅是中国古人对世界的一种想象和称呼，而且影响了历代王朝处理自身与

外部世界的政策，并成为东亚朝贡体制的观念基础。十九世纪以来，“天下观”同样成为清

政府抗拒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重要依据。3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认为天下是由内向外、由中心向边缘的延伸，即以“中国”为中心

的同心圆式的“天下”结构。《尚书·酒诰》中所记商人有内、外服制，《国语·周语上》、

《尚书·禹贡》中有“五服”说，“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

戎狄荒服”。这一理论以距离“王畿”中心的远近为次第，分为甸、侯、宾、要、荒五个尊

卑贵贱的不同区域。《尚书·禹贡》包括“九州”和“五服”两项内容。所谓“五服”，指

自京师向四面每五百里为一“服”区，由近及远，分别是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

具体规定如下：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稭服，四百里粟，五百里

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

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周礼·夏

官·职方氏》篇提出了“九服”制理论：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

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畿服”理论确立了“中心”与“周边”按照地理距离体现出的亲

疏关系。顾颉刚认为：“五服说不是一个假想的制度，是古代实际存在的。”4

有学者指出先秦时期的服事制理论是朝贡体系的指导思想，中国历代王朝构建的藩属体

制则是朝贡体系存在的前提，藩卫是这种体制的主要功能，而朝贡是维持这一体制运转的措

施之一。5

“天下观”构成了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观。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中国古人发展出一整

套关于对外关系的思想体系，以及一系列被体制化了的外交实践。作为一种实践的“天下

观”，两千年里朝贡体系成为统治整个东亚的区域国际体系。“天下观”体系下，皇帝只有

1 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第 1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1月。
2 王铭铭：《士与大一统——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秋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版。
3 何新华：《“天下观”：一种建构世界秩序的区域性经验》，《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四年十一月号，

总第 32 期，2004年 11月 30日。
4 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第 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5 雷家琼、徐志民：《打破一国史藩篱 注重亚洲自身视角》，《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 11月 29日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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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心和一元等级秩序的理念，而无当代多元社会体系中的多元民族国家的平等理念。宗

主国与潘属国之间（中心与边缘）是不平等的朝贡关系，而非世界国际观的无中心的主权国

家之间的平等关系。葛兆光说：“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过一种让中国人很自豪的天下观，这种

天下观给古代中国人心中确定了‘世界’的范围和‘中国’的位置，它的形成大约是在两三

千年前。……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与想象中建构了一个‘世界’，他们常常把它称为‘天下’。

他们想象：第一，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天下的中心，也是文明的中心；第二，天下的大地仿佛

一个棋盘，或者象一个回字形，由中心向四边不断延伸；第三，地理空间越靠外缘，就越荒

芜，越野蛮，文明的等级也越低。”“古代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把各种国际

关系定位在附属国对宗主国的‘朝觐’、‘朝贡’、‘觐见’，或者是大国对于小国的‘和蕃’、

‘绥远’、‘抚夷’、‘理蕃’等等上，很少有平等、多元的观念。”1

“天下观”体现出了严格的等级和尊卑秩序的思想，它建构出的世界秩序是一元性等级

体制。“华夏民族的文化中心论和政权正统论的观念是华夷之辨的两个基本内容。”“周朝之

前华夷之别并不十分明显。随着周公制礼，周朝大规模的礼乐文化建设以来，华夏开始以诗

书礼乐法度等华夏文化中心相标榜，自认为在文化上高于周边的四夷了。华夏族的优越感和

华夏正统论也因此而形成。这种优越感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中国文化是世界最优秀的文

明，而四周的藩属邻国以至海外列国则是落后野蛮的夷狄。”2在传统中原中心观的影响下，

一直到近现代，还有许多人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扩散到边疆。

近年，随着中国的日益强盛，在全球化背景下，有人提出今天的中国需要一种“新天下

主义”，以与普世文明接轨，把民族复兴的大业融入到世界历史当中，甚至中国传统的天下

观可能是一种代替现有民族主权国家国际秩序的新模式，中国文化可以借此获得世界主导

权。但有学者指出，在强调多元、平等和普世价值的当代国际社会，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不

可能被世界接受的。

古代文献中的 “中国”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中国” 概念是与上述“天下观”相对应而出现的。

有学者认为，尧舜禹时期，或曰考古学文化的陶寺文化已经有地中的观念和“中国”一

词。
3
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想而已。

从甲骨文记载看，殷商王室居地已自称“中土”、“中商”、“土中”，对四方诸侯之地则

按方位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等。周人建国，一开始就选择天下之中——洛

邑建都，《逸周书·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

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

毛苌注曰：“中国，京师也。”《何尊》铭文记载：“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于省吾说：

“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则中国这一名称起源于武王时期，是可以肯定的。”4但从甲骨文、

青铜器铭文的内容推敲，这类“中土”、“中国”都是指王所居的政治中心，即天下之中的大

邑商、“成周”一带。

据王尔敏研究，先秦典籍中出现“中国”词称者 25 种，计使用“中国”一词 178 次，

所含意旨约有 5 类：（1），京师之意，凡 9 次；（2），国境之内之意，即所谓国中，凡 17 次；

（3），诸夏之领域，凡 145 次；（4），中等之国之意，凡 6 次；（5），中央之国之意，凡 1

1 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第 2页，第 2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月。
2 但兴悟：《作为朝贡体系观念基础的华夷之辨与中华意识》，赵春青主编：《新亚洲论坛》创刊号（2007-2008
年度中国赴韩学者学术论文集），P206—207，首尔出版社，2008年 8月。
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 161页，第 12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何 努：《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 12月。
4 于省吾：《释中国》，王元化 主编：《释中国》，第三卷，第 151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6

次。他认为：“在秦汉统一以前，‘中国’一词所共喻之定义已十分明确，主要指称诸夏之列

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1

秦汉以后，“中国”一词仍被广泛使用，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夫而后之中国，

践天子位焉。”《集释》说：“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汉书》卷四三《陆贾

传》：陆贾见南越王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

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

由一家。”贞观二十年（646）十二月，铁勒、回鹘、俟利发等诸民族朝见之时，太宗说：

“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册府元龟》卷一七 O《帝王部》来远条）。

辽朝末年契丹人也自称“中国”。据《辽史·刘辉传》记载，辽道宗时期，太子洗马刘

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

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契丹。说

明契丹在辽朝时期已经明确地自称“中国”了。2

北宋理学家石介著《中国论》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

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
3

由此可见，古代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载非常多，从地理学上看，古代“中国”主要

指华夏文化区，中原地区，乃至更小范围的国都区域。

“中国”作为天下之中，文化上也是表率，高人一等，具有文化优越性，如战国赵公子

成所说：“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

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见《史

记》卷 43《赵世家》）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中国”一词往往还被赋予某种文化象征的意义。古代“中国”成

为文化大传统的象征，入主中原（即“中国”）并接受文化大传统，就被视为文化正统的传

承人，获得正统地位。此外，“中国”还是天意的象征，只有占据“中国”，即天下之中，才

表示获得了上天授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所以《孟子·万章》讲到舜深得民心，获受天

意，“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

除此之外，中原地区位居资源交流的中心，即所谓“八方贡赋道里均”，这是实实在在

的经济重要地位。

基于以上文献分析，翁独健先生认为：“中国一词，从《诗经》上就可以找到，不过古

代‘中国’之称只是地域的、文化的概念，或者是一种褒称。……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中

原王朝，而且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的少数民族政权。”4张璇如先生认为：“关于‘中国’的

概念，历史上是某一个地域名称，不是国称，作为国家的概念，是近代的事。以往有些学者，

把它认为国称，或囿于《禹贡》九州之说，把中原地区作为中国的疆域是不对的。”5芈一之

先生说：“中国之称在历史上是个地区的称呼，而且是有变化和发展的。先秦时，指处于众

多国家的中央地区的国家，而把四邻称做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当时，中国不是一个国

家概念，而且它的领域也不是当时的国家领域。与‘中国’同时使用的名称还有‘四海’、

‘天下’。”6杜荣坤先生认为：“‘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诗经》、《尚书》。据史籍记载和近人

研究，初含有‘京师’、‘帝都’、‘国中’、‘王畿’等意。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一词包

含的范围逐渐扩大，成为地域的名称。……古代华夏族最初于中原建立国家，为有别于四方

1 王尔敏：《“中国”名称溯源及其近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 441—480页，台北，1977年。
2 赵永春：《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考论》，《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 06期。
3 《徂徕石先生文集》，卷 10，第 116页，中华书局，1984年。
4 翁独健：《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央民族学院学院》1981年第 4期。
5 张璇如：《民族关系史若干问题的我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6 芈一之：《从实际出发研讨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几个问题》，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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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夷戎狄，自称‘中国’，即‘中央之国’的含意。……秦统一六国，华夏族与四周所谓戎

狄蛮夷诸族逐渐融合，形成以华夏族（汉代以后渐称汉族）为主体的统一多民族集权国家，

‘中国’一词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辖的地区。”“历史上‘中国’一词是地域或文化类型及

政治地位的区分，而不是整个历史疆域和政治管辖范围的概念、国家政权的正式名称。”1

总之，古代“中国”概念具有地理上的天下之中、政治上的正统象征与统治中心、文化

上的发源地与文明之地，经济上的交换中心等含义，唯独缺乏当代主权独立的、平等的民族

国家的含义。

作为古代“中国”的具体象征就是登封观星台等一系列象征“天下之中”的建筑物，包

括周公测景台、周公祠、观星台、帝尧殿等。古人认为嵩山位居天下之中。自春秋时期开始,

就有国王开始到中岳嵩山“封禅”,此后被后世历代帝王所遵循,保留至今的东汉太室阙、少

室阙、启母阙,以及由太室祠延续演变而来的中岳庙,都与此有关。

从中国古代“天下观”的观念来看古代“中国”，“天下”是世界，中心在“中国”，“中

国”不仅是地理中心，也是文化、文明的中心。天下一统时，“中国”是政治中心，占据了

“中国”往往是“正统”地位的象征和依据。即使是在多个政权并立时期，中原政权和文化

也具有某种优越感，是其它政权试图入主或文化认同的目标。这一观念的形成也与中国历史

文献文本特性有关，因为这些文献的创作与流传基本上都是由具有中原文化背景持有“中原

文化至上观”的作者以中文文字表述、诠释和传承的。

这种自称“中国”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文化优越论并不是中国古人的独有文化现

象，而是人类的共同现象，且不说主导近现代世界，但越来越受到批判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和西方文化优越论，在许多不同地域古文明中都存在这种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论。

历史上，日本就曾有很多以“中国”、“中华”自称的事例。例如《大日本史》中记载：

奈良时代大臣给天皇的上表中称：“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狼性易乱，野心难驯。往古以来，

中国有圣则后服，朝堂有变则先叛。”这里的“中国”实际是日本的自称。在《续日本记》、

《日本后纪》等日本文献中有很多日本以“中国”、“华夏”、“华土”自称的记载。越南也有

自居为“中国”、“中华”，称他国为夷狄的记载，如历史上国王的诏书中常常出现“自古夷

狄为患中国”等话语。他们也是将自己置为中心，将他者置于边缘而构建自己的天下观。2正

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

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3

正如前面所说，古代“中国”不是正式的国家名称，各朝各代都有自己的名称，如秦汉

魏晋唐宋元明清等，虽然，它偶尔也用以代指以中原大地为中心而立国的相应朝代政权。即

使在清朝后期，“中国”有时是大清国的代名词，包括清朝的全部疆域，有时却只指“内地十

八省”，而不包括东北、内外蒙古、西藏、新疆。因此，要确切地表示中国古代的疆域范围，

只能说当时这个朝代实际统治的范围有多大，例如秦朝有多大，唐朝有多大，清朝有多大。
4画家陈丹青感性地说：“国家”概念传进来，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来的名号。法国，

英国，最早创立现代国家，有了“国家”这个词，这个概念。你到东晋去问陶渊明，他不会

说“我是中国人”，他会说“我是东晋人”。《桃花源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去

问苏东坡，他会说“我是北宋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你去问董其昌，他会说“我是（某

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几个皇帝。他的画，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国

1 杜荣坤：《试论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
2 但兴悟：《作为朝贡体系观念基础的华夷之辨与中华意识》，赵春青主编：《新亚洲论坛》创刊号（2007-2008
年度中国赴韩学者学术论文集），第 211页，首尔出版社，2008年 8月。
3 （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 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41页，

新华出版社，1999年 1月。
4 葛剑雄：《古代“中国”究竟有多大》，《档案管理》2007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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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甚至不叫“水墨画”。所以，中国，国家，母语，母国，都是外来词的翻译。1

从另一个角度看，古代的其他国家又是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国王朝政权的呢？是称“中国”

吗？不是的。

古代的外国人称中国多以各个朝代来称呼，如称中国为“秦”，或由“秦”的音译演变

而称为“秦尼”、“秦尼斯坦”、“摩秦”、“马秦尼”、“秦那斯坦”，或称为“汉”、

“唐”；古希腊和罗马称中国为 Seres(丝国，也称塞里斯)，意思是 “丝来的地方”；俄

语称中国为 Cathe(即“契丹”)。一般来说，汉朝时，四方之人称华夏之人为“汉人”，汉

官、汉军为“汉吏”、“汉兵”，晋朝建立后，四方之人称汉人为“晋人”，唐朝时又称为“唐

人”，明朝时，又称为“明人”，皆不是当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国民。
2

“中国”被正式当作我们国家的名称是从 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才开始的，正如李零先

生所说：“今天我们常常讲‘中国’这个词，然而，自夏、商、周而至于元、明、清，没有

任何一个朝代自称‘中国’，直到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才正式成为主权国家的简

称，具有政治意义。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个模糊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

以及民族概念。”
3

第二节，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当代“中国”

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其特征

吉登斯把一般的社会转型过程分为三段，即传统国家时代（traditional state）、绝对主义

国家时代(absolutist state)及民族—国家（nation state）时代。现代民族—国家只是到 19 世

纪初才开始在欧洲出现，其推动力在于行政力量、公民观以及全球化。4“虽然今天世界上

存在的绝大多数国家均是民族国家，但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它却是一个在欧洲率先兴起的现

代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世界上并存着诸如帝国、城邦国家、封建国家甚至教会国家等等

类型。”“18 世纪，特别是在法国革命后，民族国家迅速成为欧洲各国国家发展的普遍形态。”
5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民族国家”通常有两种演化类型: 一是先有民族，后

有国家的 nation state；另一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的 state nation。前者，如德意志，是先

有了讲德语的人都被视为同一民族的强烈意识，然后才有俾斯麦统一德国之举；后者，如英

国、法国，则是先有强大中央政府，接下来才有将操不同语系的族群整合成统一的英吉利民

族、法兰西民族。6

日本学者西川长夫将现代民族国家与传统帝国的区别归结为五个方面：7

一是有明确的国境存在。民族国家以国境线划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而古代

或中世纪国家虽然也存在中心性的政治权力和政治机构，但是没有明确的划定国家主权的国

境。

二是国家主权意识。民族国家的政治空间原则上就是国家主权的范围，拥有国家自主权，

1 陈丹青：《陈丹青新加坡演讲：母语与母国》， 《艺术国际》2014年 05月 06日。
2 《古代外国人怎样称呼中国？》，《文史知识》1986 年第 3期。
3 于淑娟：《李零：“中国”从哪里来，到那里去？》，彭拜新闻资料 2014 年 12 月 10 日。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4685。
4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会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第 12页，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1998年 5月。
5 赵鼎新：《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兴起》，《南方周末》2008年 5月 8日 D24版。
6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著 李金梅 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1—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7 转引自：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 27—28页，中华书局，2011年 2
月。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4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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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容他国干涉的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理念。

三是民族概念的形成与整合民族的意识形态，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不止是

由宪法、民法与国籍法规定的民族，而且由爱国心、文化、历史、神化等等建构起来的意识

形态。

四是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制度，不仅仅是帝王或君王的权力。

五是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存在表明民族国家之主权独立与空间有限。

另外，民族国家领导人必须由本民族人担任。正如厄内斯特·盖尔纳所说：“有一种特

殊的违反民族主义原则的形式，民族主义情绪对这种形式是相当敏感的：如果政治单位的统

治者与大多数被统治者所属的民族不同，在民族主义者看来，这便不能容忍地违反了政治行

为规范。”1

当代民族国家的本质是民主，理论上，国家为“民有”、“民享”、“民治”，而不是统治

者的“家天下”。专制王朝国家不是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下的全体公民共享共治的民族主权国

家，更遑论公民权利、契约、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强调国家、民族概念是民族国家时代的

反映，在专制王朝时代，强调的是一家即一国，天下为一国一家，对国家的忠诚即对帝王一

家一姓的忠诚。所谓“家国天下”是也。梁启超曾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

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

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

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2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

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

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

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

在中国的皇权专制王朝时期，以“道统”、“夷夏之辨”来区分“我者”、“他者”的主要

是统治者和儒家知识分子（即社会精英阶层）的关怀，这种关怀与争夺和维护统治权有关。

普通民众被排除于政治之外，只是被统治者，只要交粮纳税就可以了，国家利益与他们关系

不大。因此，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并不太在乎，也很难有对国家的认同。在这种背景下，所

谓外来政权代替中原政权，只要外来统治者接受文化大传统，即儒家思想、文字系统等，笼

络好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阶层，不过度干预普通民众的生活，这一政权就能获

得中原人的接受与认同，建立稳固的统治，甚至最后也被视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继承者。

因此，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在与列强发生互动，因而导致中国人传统的‘天下四海’

的宇宙观被打破之前，中国历史中所有的只有国朝人，而不是民族人。”3孙中山说：“中国

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

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

义和宗族主久，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

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

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我们鉴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

理，要救中国，想中国民族望远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义。”“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

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4

清末民初，一些日本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当时中国的问题，“‘缺乏国家观念’，是日本

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例如加藤虎之亮认为，中国的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

1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著，韩红 译： 《民族与民族主义》，第 2页，中央编译出版

社，2002年 1月。
2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3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第 31页，民族出版社，2006年 3月。
4 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民族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下卷，第 590页，北京：人民出

版社，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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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

却与下层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

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
1
这些不能不说是封建专

制王朝长期统治的结果，一个不把自己的人民当人看的国家或朝廷，人民当然不会把它的事

当作自己的事！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当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

姓冷漠地看满清王朝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

王朝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据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

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翻译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

民就不知有国。”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各地民众甚至纷纷欢迎日军，为日军提供各种帮助。2

另外，天下观的王朝政权与民族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差别之一是疆域边界的明确与否。边

界是国家合法性和身份确认的主要依据之一，所有当代国家之间的边界争端总是难以解决

的。而“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缘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它的认同标

准是‘心同’，是文化价值的认同，所以，边界的法律划定是无关紧要的。……凡是文化上

臣服、认同的，都可以划进来作为‘华夏之藩属’，而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

‘异邦异俗’”。3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和中央王朝思想中，皇帝居“天下之中”，称为“ 天

子”，周围是藩属国，王朝没有明确的边疆概念和清晰的边界。藩属国服从于我，其疆域也

是属于我的。雍正年间发生的“安南勘界案”中雍正皇帝的态度是这种心态的典型反映。

雍正二年（1724 年）至雍正四年（1726 年）中越两国曾就边界勘定问题引发一场外交

纠纷。安南王（现在的越南）黎维裪跟云贵总督吵架争 120 里的地，开始雍正决定将其中的

80 里给安南王，40 里给云贵总督。安南王很高兴，上奏感谢皇帝，“臣感戴圣恩欣跃欢忭惟

愿万方拱命，圣寿无疆，圣朝千万年太平，臣国千万年奉贡”。雍正很高兴，认为此奏“感

恩悔过，词意虔诚”，于是决定“特沛殊恩，将云南督臣查出之地四十里赏赐该国王。”将

那 40 里也给了安南王。他说：“朕统驭寰区，凡属臣服之邦皆隶版籍。安南既列藩封，尺

地莫非吾土，何必较论此区区四十里之壤！若该国王以至情恳求，朕亦何难开恩赐与。祗以

该督臣两次定界之时，该国王激切奏请过于觖望，种种陈诉甚为不恭。该国王既失事上之道，

朕亦无从施惠下之恩，此天地之常经，上下之定体，乃王之自取。非朕初心也。”（见《世

宗实录》卷 65，雍正六年正月己卯）。
4

作为民族国家的当代“中国”

19 世纪末，“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直接导致中国进入一个历史剧变期：一方面，几千

年来支持人们观念世界的、以“华夷秩序”为核心所虚构的“天下观”，受到亘古未有的挑

战和冲击；另一方面，新的、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因西方势力的强力压迫而处

在逐渐建构之中，并渐渐支配国人对于世界与国家的想象。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的民族—国

家建构之旅，古老的帝国踏上了向现代化迈进的重生之路，中华民族真正开始了由一个“自

在的民族”向“一个自觉的民族”的演变。5梁启超的新史学目标，孙中山的民族、民权、

1 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华战争》，第七章，昆仑出版社，2005 年 6 月。
2 《重读甲午之二十：战区清朝百姓为何积极帮助日军》，总第 020期，2014年 07月 24日，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zhanchangminzhong/#_www_dt2。
3 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第 13—1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1月。
4 参见：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65—236 页；李国强：《中越陆路

边界源流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9 年第 1 期；龙永行：《中越界务会谈及滇越段勘定》，《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 年第 3、4期合刊；故宫博物院编：《史料旬刊》之《雍正安南勘界案》，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版。刘炳涛：《试论“雍正安南勘界案”秉承的依据和原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
年第 3期，第 73-79页。
5 陈永霞：《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光明日报》2011年 09月 22日 11版。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zhanchangminzhong/#_www_dt2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uri%3A%287eb469d87edbb4d9%29%20author%3A%28%E5%88%98%E7%82%B3%E6%B6%9B%29%20%E9%99%95%E8%A5%BF%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8%A5%BF%E5%8C%97%E5%8E%86%E5%8F%B2%E7%8E%AF%E5%A2%83%E4%B8%8E%E7%BB%8F%E6%B5%8E%E7%A4%BE%E4%BC%9A%E5%8F%91%E5%B1%95%E4%B8%AD%E5%BF%83&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sort=sc_cited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eruri%3A%28e7300200b671d45242efba4c4b773bc2%29&filter=sc_long_sign&tn=SE_xueshusource_2kduw22v&sc_vurl=http%3A%2F%2Fd.wanfangdata.com.cn%2FPeriodical%2Fzgbjsdyj201103008&ie=utf-8
http://xueshu.baidu.com/s?wd=journaluri%3A%28641b904bf1dec233%29%20%E3%80%8A%E4%B8%AD%E5%9B%BD%E8%BE%B9%E7%96%86%E5%8F%B2%E5%9C%B0%E7%A0%94%E7%A9%B6%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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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三民主义”思想，毛泽东的从民族革命到民主革命思想，等等，无不反映了中国近代

民族国家思潮的影响和对民族国家构建、民族认同培养的诉求。

真正的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国出现于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按照国家政治体，尤其

是以当代民族国家“中国”的概念来说，最早的“中国”应当是推翻满清王朝，结束几千年

专制王朝政体后，建立的具有当代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1949 年 10 月 1 日成立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国的民族国家特性，另一方面又有所不同，所以被称为“新

中国”。正因为基于这种传承关系的考量，所以，毛泽东将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的歌名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费正清指出：“1911 年革命的意义在于消极方面的成就——消灭了君主制。它所消灭的

不只是欧洲式民族国家的君主制，而是普天之下‘天下’式的君主制。中国政治生活中年深

月久的中心人物之所以能被抛弃，是因为民族主义已经抬头，提出了以中国的国家、文化和

人民作为新的效忠对象。”1“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受到冲击。

传统中国人只有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念，而没有现代意义上以领土和主权为主要特征的民

族国家观念。在西方殖民活动的压力之下，近代中国人才逐渐意识到中国只是万国之中的‘一

国’。”2有人说从过去封建王朝的理藩院到清朝末年不得不成立外交部，标志着中国最后承

认了当代的国际体系。

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国出现的更早，例如葛兆光认为“始终延续的中国

却并不是在近代才重构的新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中国”出现于宋代。3但大部分学者

并不这么认为。

从甲午战争到全面抗战：天下帝国思维方式到民族国家思维方式转换的典型例证：

甲午战争爆发时，1894 年 8 月 1 日，中日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宣布了宣战诏书。光绪

皇帝的宣战诏书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天下帝国思想，即朝鲜是我们的藩属，岁修职贡，现有内

乱，中国出兵平乱是中国和朝鲜内部的事情，与别国无关，日本不应出兵。日本的明治天皇

宣战诏书从表面上反映出一种符合当代国际政治体系的民族国家平等共处的观念，首先，说

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现在中国侵犯了朝鲜的独立，所以我出兵帮助朝鲜巩固独立；其次，

对中国宣战是为了保护朝鲜改革开放的成果；第三，不断地强调东亚和平、世界和平。4比

较这两份诏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当时中日之间的思维方式、国际意识和融入当代国际体

系程度上的差距。当时的清政府还是满脑子的中国中心天下观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宗主与藩

属观念。

到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时，中国社会的传统天下帝国思维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国际社会

与民族国家多元平等概念确立，因此，中华民国对日宣战布告强调了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

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
5

与这种宣战文书内容变化对应的是中国社会的变化——从甲午战争的“一个人的战争”

1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第 158页，商务印书馆。
2 干春松：《中国近代思维方式转换的五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 5月 11日 6版。
3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 25页，中华书局，2011年 2月。
4 张 飙：《甲午战争 120年祭：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科技日报》2014年 1月 29 日。
5 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1941 年 12 月 9 日）：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

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

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

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

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

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

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

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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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抗日战争的“全民抗战”。1930 年代以后，抗日战争成为一场全民抗战，无论国内党派

之间如何对立冲突，追求民族独立，共御外侮是大家一致的政治行动目标，中国由此真正完

成了从以“中国”为中心的拥有天下的王朝帝国到民族国家的“中国”的观念与思维方式的

转变。

当代“中国”无疑已属于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享有独立的国家主权，具有明确边界，

拥有一个政治中心，理论上，国家为“民有”、“民享”、“民治”。国际上，属于诸多的平等、

独立的民族国家之一，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现行国际体系。“中国”由过去的天下之中的地

理、文化概念演变为当代平等、独立的主权国家概念。

古之“中国”非今之“中国”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天下观中作为天下之中的“中国”与当代多元世

界、全球化背景下作为民族国家之一的“中国”内涵不同，彼此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异。前者

的“中国”是天下之中的“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当然，有时也指占据中原的某个政

权，但具有泛称性质，非某个国家政权的专有名字。后者的“中国”是具有明确边界的，众

多民族国家之一的主权国家，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今之“中国”非古之“中国”也。

第三节，从今之“中国”到古之“中国”：

民族国家史的建构与所谓“最早的中国”

不同时代的史料是不同时代观念与目的的产物，过去的史料不能简单地被新的史学叙述

所采用。虽然，古代“天下观”下的“中国”与当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本不属于同一话语

体系，概念的内涵外延均不同，相同的名称——“中国”在不同时代有完全不同的内涵，不

能拿过来直接套用。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中，两者往往被混淆起来，等同使用，甚至

据此追溯“最早的中国”。

从古代“中国”与当代“中国”概念的内涵差异与变迁看，两者之间的差异本来清清楚

楚。从数千年来中国这片大地上人口的流动、政权的分合更替以及族群的兴亡与认同的变迁

所造成古今人群构成的变化和血缘传承的复杂性来看，从古今不同时代、不同政权的疆域分

合变迁来看，从中国大地上古今物质、精神文化的多源、多元和变化来看，当代中国与古代

所谓“中国”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可以轻易划等号的。

那么，两者又为何纠缠在一起，形成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呢？古代“中国”概念如

何由“天下之中”、“国之中” 的含义演变为具有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性质的内涵？某些考

1 注：中外许多学者指出，甲午战争很大程度上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参战的中国陆海军皆出于他所创

建的淮军，军队所有的现代化装备皆出自于他所创办的洋务。清朝内部当时斗争十分激烈，以翁同龢为代

表的清流党视李鸿章为“权宦”，认为北洋防军和北洋水师都是李鸿章个人的政治资本，所以一直给李鸿章

拆台。普通民众抱事不关自的态度，甚至因钱助敌。李鸿章也是甲午战争最大的替罪羊，屈辱的《马关条

约》由他亲手签订。梁启超对李鸿章与甲午战争有“以一人敌一国”的评价，他说：“西报有论者曰：日本

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

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己。乃至最可笑者，刘公

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船，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

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

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参看宗维亚：《清日战争 1894—1895》，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年 4 月版；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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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学文化如何成为所谓“最早的中国”，并被视为当代“中国”的历史源头的呢？

仔细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认为这一现象与当代民族主义史观和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建

构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是近代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构建的产物，它所反映的是

民族国家思维方式下，特定国家和群体寻求自我存在的合理性和精神故乡的诉求。

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与历史记忆的重构相辅相成，伴随着当代民族国家政体取代传统的

天下王朝政治体制，重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历史记忆，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叙述，进而培养

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新公民成为历史学界的迫切任务。“从晚清开始，围绕科学与考据、科

学与史学、科学与国学的讨论此起彼伏，其实质是如何将‘科学’——这一西来的学术话语

和研究范式，作为一种‘精神’和‘方法’与传统学术研究相结合，建构出符合现代‘民族

——国家’话语需要的学术形态。”1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之下，在当代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的天下

观转变为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古代文献中的天下之中的“中国”概念被想当然地解读为当代

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国”。民族国家史的构建将现在与过去连接，一些中国境内的考古学文

化被定性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文明，进而这些最早国家政治体被称为“最早的中国”，

“最早的中国”概念由此产生。因此，我们可以说，“最早的中国”这类命题的提出与讨论

不过是当代史学界重构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的一种表现而已。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中国”

等成为当代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与传统天下国家话语体系简单结合的概念，古代历史概念

被赋予当代的内涵，然后再用当代概念去描述、解读古代文献记载和历史框架。历史通过不

断的诠释与重构而获得永生，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种赋予旧概念以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内涵，

对历史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解读，建构出符合时代需要的历史新叙述，满足当代重构历史

记忆的需要。

我们通过将古代文献中的“中国”一词直接解读为当代意义上的“中国”，来证明“最

早的中国”的存在，中国国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这种叙述不仅满足了民族主义历史建构

“越古越好”的虚荣之心，而且似乎有理有据，显示这种历史叙述的科学性。同时，这一历

史叙述起到培养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作用。但这种历史解读、建构与历史的真实无

关，将这些最早的国家文明体称为“最早的中国”，未必适合。从学理上讲，这种做法也忽

视了古今概念的内涵差异，

葛兆光说：“我们习惯于用现代国家来想象、理解和叙述古代国家。”2按照厄内斯特·盖

尔纳的看法，在形成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从前民族主义时代继承过来的文化、历

史和其他方面的遗产，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原材料”。实际上，我们也不得不这么做。当代中

国学术界正在不断以当代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和概念体系去重新解读古代“天下王朝国家”理

念下的古代文本，重构中国民族国家历史。不过，余英时已经提醒我们：“现存的二十五史，

概是历代中央王朝知识所及的天下史。”3我们能简单地将它们解读为“中国史”吗？

我们知道，过去的断代体、纪传体、记事本末体、通论体等不同形式的历史叙述都是就

具体人物、朝代、事件等作历史的叙述与评价，没有贯通古今的国家、民族的通史叙述。到

了近现代社会，为了满足构建民族国家的需要，在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将民族和民族国家

作为历史叙述的对象，构建民族与民族国家历史叙述。但由于民族与民族国家概念抽象而宏

大，传统历史记载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概念与历史叙述，再加之现实政治的需要和民族主义观

念中“越古越好”心理因素的作用，为了显示自己的民族和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历史学家们在构建民族国家通史叙述时，往往简单地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古今一体，构

成宏大的历史叙事，以满足证明当代国家的合理性，培养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需要。这种

1 唐启翠：《人文学术视阈中的‘证据’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 8月 12日 12版。
2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 23页，中华书局，2011年 2月。
3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第 48页，民族出版社，200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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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的宏大历史叙述恰恰忽视了自在历史的具体性和复杂性，忽视在历史实际过程中文

化的巨大变化、人口的迁徙流动、族群的分分合合，等等。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一书中说，所谓民族国家的历史，其实是“虚假的同一性”，所以他要从这种民族国家虚构

的同一性中把历史拯救出来。1

无论是二里头文化，还是陶寺文化，甚至良渚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从人类历史角度

讲，很可能是东亚地区出现的最早复杂社会或某种文化共同体，甚至是最早的国家
2
，是世

界原生文明之一，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东亚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民族国家历史叙述

的建构中，我们却对它们作民族主义的历史解读，将它与当代的民族国家——中国联系起来，

视为“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骄傲，视它们为自己的祖国之源头——“最早的中国”，

进而大大拉长当代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实现民族国家历史叙述建构的目的，满足当代

社会的需要。我们是否应该反思：这种思维方式是否具有某种时代的局限性？这种定性是否

也低估了这些古代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价值？将这些考古学文化作为“最早的中国”，无

意中低估了它们在东亚，乃至世界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标志性历史地位。如果我们将古罗马

称之为“最早的意大利”，或将苏美尔称为“最早的伊拉克”，是否有点怪怪的感觉？如果

希腊人将米诺斯文明视为“最早的希腊”，是否合适？更何况，对于古希腊文明中的迈锡尼、

梯林斯，以及后来的雅典、斯巴达等等诸国家，哪一个可以算是“早期的希腊”呢？

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范围内某种进入国家文明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定性为国家政治体，乃

至东亚地区历史上出现的“最早国家”，但似乎不宜将它们理解为具有当代民族国家性质的

国家政治体，更不宜视之为当代中国所独占的，排他性的“最早的中国”。

虽然，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些早期文明遗存处于当代民族国

家——中国的地理范围内，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它们、研究它们。但如果我们突破当代

民族国家的思维和视角，将它们至于东亚、世界乃是人类历史的视野中来理解和看待，它们

不能等同于当代“中国”，不能称为“最早的中国”，也不为当代中国所独占、独有、独享，

它们是东亚最早的文明，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之一，人类共同的财富。据现有认识，我们可以

说，良渚文化，乃至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等是东亚地区的原生文明，周边地区后来陆续出

现的都是受它影响或冲击而产生的次生文明。无论是玉器制作、青铜与铁器冶铸技术，还是

玉质、青铜质礼器及其背后所蕴含的制度和思想观念等都对周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它

们是东亚文化圈共同认同的历史。以世界的眼光，而不是以民族国家认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些

古代文明将会带来认识上的很大不同。

另一方面，当我们使用“中国历史”一词时，往往具有主权国家和特定地域两种内涵，

前者指“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史，后者指发生在当代民族国家——中国地域范围

内的所有人类历史，两者有很大不同。我们一般所使用的“中国历史”概念是指在当代中国

境内曾经生存过的所有人及其创造的文化，它们都是“早期的中国”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在

强调当代中国与那些所谓“最早中国”的考古学文化的关联性时，潜意识中强调了当代中国

与历史上特定区域文化，尤其是中原政权、文化的历史血脉，那我们又置现在中国国境内的

其它周边各区域历史文化于何地呢？它们与当代中国是何种关系？我们的历史认同对象是

否应该包括它们？还是排除它们？将某种考古学文化，如二里头文化或者陶寺文化、良渚文

化作为“最早的中国”，这种排他性的结论是否有否定中国范围内历史上的其他诸多人群及

其所创造文化的历史存在与贡献的问题？“百川归海，有容乃大”应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真正

成长之路，对于当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当代中国境内的所有古人群及其创造的文化都是

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并不是只有某种考古学文化，如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等是“最早的

1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著 王宪明 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2 作者注：当然，考古学文化能否等同于国家政治体或民族认同体，还是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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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况且，学术界对于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是否能称“夏文化”，历史上的夏王朝是否存

在还有争议，更遑论对于更早的考古学文化性质的认定。因此，我们如何能简单直接地将某

一考古学文化与当代民族国家——中国联系起来呢！这种思维方式恐怕是具有太明显的当代

民族国家意识和特定国家历史认同的倾向了！

总之，我们认为，所谓“最早的中国”说法是具有明显当代性的，也是偏颇的，对考古

学文化有过度解读之嫌，我们似不宜将某某考古学文化轻易地定义为“最早的中国”。

如果每个当代民族国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以自我为中心来构建各自的民族国家通史，

彼此之间必然会产生种种矛盾的解释与叙述，而这恰恰是当代国际历史学的现状，我们往往

站在自己国家的历史叙述立场上去看待周边其它国家的历史叙述，并觉得它们往往是不可思

议，难以理解的。面对这一问题，超越民族国家历史思维，构建全球人类文化史的历史叙述

也许是一条国际间谋求历史共识的解决之道。

民族国家历史叙述的建构和民族主义思维的以今释古历史解读方法带来的历史学困惑

与纠结远不止“最早的中国”这一说法。比如关于文天祥、岳飞等人是否是“民族英雄”身

份的争议，同样如此。

文天祥、岳飞等人本是专制社会家天下的赵家王朝的“忠臣”， 忠于一家一姓，但在当

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中，他们被塑造成了忠于民族国家的，为民族国家独立、生存而奋斗

的“民族英雄”。可是，如果他们被定性为“民族英雄”的话，那么，文天祥、岳飞等人所

效忠的宋王朝就应该是我们所认同的早期中国，那么，同样后来融入中国历史之中，构成当

代中国来源一部分的辽金元王朝政权及其人民又是什么呢？当时的宋辽金政权是否可以理

解为现代的民族国家政权？还是都是一姓一家的封建专制王朝？岳飞服务和效忠的对象是

某个政权下的人民还是皇家一姓？理论上，宋辽金政权下的民众（包括统治者）都是近代华

夏民族的祖先，如果我们将岳飞视为民族英雄，那么我们就是将南宋视为我们民族的正统祖

先，而排斥了金、辽等，引申到更广泛，元、清也将被排斥。这不仅有传统上不合理的正统

观与非正统观的封建专制意识的影响，也与历史发展过程和中国近代华夏民族认同构成的实

际情况不符合。由此可见，以近代民族概念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去解读宋、辽、金时

期的历史人物、事件是否合适？

针对这种逻辑上的矛盾，我们必须要明白，关于文天祥、岳飞等人为“民族英雄”的历

史定性是具有中国近代社会特定时代性的历史解读和历史记忆的重新建构，是一个近代中国

民族国家反侵略背景下的时代性命题，是历史的时代性解读和重构历史记忆以便满足现实需

要的产物，与历史本身无关。所以，有学者指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民族英雄谱系”，是

晚清知识分子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新造出来的。

具有时代建构性的历史学往往充满模糊性和想象。这种模糊性和想象一方面给了学术研

究和政治利用以巨大发挥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带来相关概念的歧义与学术观点的多元。

（本文原刊载于《南方文物》2016年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