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中的“战国策派”及其史学



胡逢祥

［摘 要］ 产生于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当时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学术思想流派。史学上，它向学术界输入了一种

新的理论，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域，惟其实践多局限于宏观层次的讨论，且带有明显的公式化痕迹，故难以形成深入持久的

影响; 思想上，它宣扬以“尚力”哲学为依据的民族竞争论，欲以鼓起本民族在极度危难中拼死抗争的勇气，其爱国家爱民族

之心不可谓不深切，然终因情绪与言论失于偏激，引起时人的种种猜疑和误解。在那民族救亡的“大时代”里，“战国策派”

言行狂放孤往者良或有之，但若说他们的思想就是“法西斯主义”，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对其人格则更是一种误判。
［关键词］ 抗战时期; 战国策派; 民族主义; 史学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 2013) 01—0139—11

［作者简介］ 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200241

“战国策派”是抗战时期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学界对它的评价，1980 年代之前几全持否定态

度，近二十多年来，又每多赞誉之词。其反差何以如此之大，个中原因似仍值得进一步分析。诚如

刘泽华先生所说:“对‘战国策派’，其中包括雷先生，无论是当时、现在和今后都会有不同的评价。
评价中的是非判断会因评价指导观念而异，会因人的志趣而异。我认为只要不诉诸行政专政，都应

该具有其合理的学术意义。”①本文之再论“战国策派”，将力求置之于抗战时期的特殊学术生态和

历史场景中，对其思想面貌和史学活动作一深入观察，希望这样能更贴近一些历史的真相。

一 “战国策派”及其民族主义

1940 年 4 月，正当我国抗日战争处于极为艰难困苦和关键的敌我相持阶段，西南地区大后方的

昆明出现了一份名为《战国策》的半月刊杂志，它以宣传文化形态史观、主张重构“战国型”的文化

格局以纾时难而名噪一时。主其事者，有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林同济、雷海宗、陈铨、何永佶等教

授，这些人也因此被称为“战国策派”或“战国派”。作为一个学术群体，该派的人数并不多，集中活

动的时间也不长，《战国策》半月刊仅维持了一年零三个月﹙ 1940． 4 － 1941． 7，共出版十七期) ，稍

后在重庆《大公报》重新开辟的《战国副刊》也不过七个月的时间( 1941． 12 － 1942． 7，共出版三十一

期) ，但却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和史学史上留下了颇引人注目的足迹。
“战国策派”的核心理念，林同济在《战国策》创刊伊始所作的表述最具代表性:“如果我们运用

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判断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拍案举手而呼道: 这乃是又一度‘战国

时代’的来临。”战国时代的最显著特征在于“战为中心”、“战成全体”和“战在歼灭”，即通过弱肉

强食的大规模战争，逐步形成“一种大陆式的若干‘区域霸国’的对峙，最后乃在火并而成为全世界

的‘大一统’”。当此之际，任何国家和民族，绝无他路可走，惟有以“战”求生存，以致此前思想界和

政治界所谓“左倾”、“右倾”等争论，皆已失去了现实意义。据此，他要求中国人重树“战国七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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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意识与立场，一方面来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多年来

的祖传文化!”①循此思路，“战国策派”学人提出了一系列颇引人注目的应世“方针”和理念:

一是宣扬“尚力”哲学，以为处此大战国时代，唯有“力”者得生。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

物进化论出发，林同济等人认为，“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

是力……人类历史上诅力的文化，命运若出一辙: 不被人家格杀，自家也要僵化若尸”。② 在他们看

来，在大战国时代，最重要的是“力”，而非所谓“法”与“德”，“有力才配说理。如何趁这个苦战求生

的时刻，把力的真正意义认清，建立一个‘力’的宇宙观、‘自力’的人生观，这恐怕是民族复兴中一

桩必须的工作”。③ 故必须唤醒国人中被“文德”和奴性淹没已久的“力人”意识，“培养它，使它生

长、开花、结种、繁殖，这样幽暗世界才会变成一片光明”，才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④

二是强调国家集权，质疑民治主义。按照陈铨的说法:“二十世纪的政治潮流，无疑的是集体主

义。大家第一要求的是民族自由，不是个人自由，是全体解放，不是个人解放。”⑤林同济也提出了类

似的主张，认为:“整个世界大势的展开，再也没有我们迟疑误解的余地。自由主义早已成为昨日的

清风，可回忆而不可再得。所谓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实际上乃‘国产主义’的别名，它并不是最后最

高的目标，乃是另一个更大的潮流的支派。这个更大潮流，不是别的，乃就是全能化的大战国之组

成与发威!”⑥此时的一切政治德行之中，忠为第一，“惟其人人能绝对忠于国，然后可化个个国民之

力而成为全体化的国力。忠是国力形成的基础，形成的先决条件”。⑦ 为此，他们主张五四以来的作

风必须向另一路线转换，即由“个性解放的要求一变而为集体生命的保障”。⑧ 因为大战国时代要求

人们“比任何时代都要绝对地以‘国’为单位，不容局限于个人与阶级，而也不容轻易扩大而侈言天

下一体”。⑨

三是鼓吹“权力意志”和“英雄崇拜”。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是陈铨。在他看来: 人类大部分

的物质建设，都是其意志的表现。尽管物质条件对人类有相当限制，但并不能限制一切，尤其是人

类的意志。事实上，只有“人类的意志才是历史演进的中心，凡是想凭物质条件来说明一切的人，凡

是相信人力可以战胜一切的人，都只看到一方面的现象，而没有找出全部的真实。物质的力量决不

是万能，人类的力量也不是万能，但是人类意志发展努力的过程，的确创造了人类全部的历史”。那

么，在创造历史的人类意志中，究竟是多数人还是少数英雄的意志更为重要呢? 陈铨虽也承认两者

间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其天平显然是重重地倾向“英雄”一边的。他说:“人类社会上无论任何方面

的事业，创造领导，都只有靠少数的天才，他们是群众的救星，他们是宇宙伟大的现象。”甚至认为:

“假如宇宙间万事万物都靠力量来推动一切，那么英雄就是伟大力量的结晶。没有他们，宇宙间万

事万物也许就停止了。”他还批评时下中国人不愿崇拜英雄，唯知自尊自大，追逐私利，导致整个社

会形同散沙。抉其病因，不外传统士大夫的腐化和五四以来提倡科学与民主引发的“个人自由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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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张”，①造成社会责任缺乏，“个人主义畸形发达，集体意识特别薄弱”，②这对于当前本民族参与国

际间的竞争都是极为不利的。
这些观点，在学理上都不免有点偏激或偏颇。但必须看到，它实际上是“战国策派”学人在国家

遭受侵略者残暴蹂躏而陷于绝地时发出的拼死抗争之声。林同济就指出:“由整个国家在世界大政

治中的情势看去，则远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生存问题。说到底，一切是

手段，民族生存才是目标。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下，一切都可谈，都可做。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外

做功夫，无往而不凶。”③陈铨也说:“中国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由此决定了此时的

中国思想界，既不以个人为中心，也不以阶级为中心，而是以民族为中心的集体主义。“凡是对民族

光荣生存有利益的，就应当保存，有损害的，就应当消灭。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

民族自由，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平等，但是我们先要求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中国人自有中

国人的骄傲，不能听人宰割，受人支配。”④并要求在政治上民族主义高涨的同时，通过民族文学运动

等方式，进一步凝聚和阐扬中华民族的强烈民族意识。
“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理论，明显承继了十九世纪末以来盛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们反复

强调，在“大战国时代”，种族或民族国家间的生存竞争已成一切关系的核心，任何社会阶级之间、党
派之间、个人和集体间的争执，都当让位于此。这种竞争，没有公理和正义，只有强弱和生死。“大

政治是以事实做根据的: 国际关系既不能避免战争，我们唯有以武力维护安全; 国际既没有公理、法
律、道德，我们的算盘只有国家的利害。国际政治是‘非道德’( amoral，不是‘不道德’的 Immoral) ，

一切幼稚的善恶观念必须打破”。⑤ 因此，当“本国与他国冲突时，即使在伦理上本国未必是，他国未

必非，我们也履行政治道德的需求，必须为本国作战，与他国拼杀。我们为求对得住国家，有时乃对

不起人类”。⑥ 只要达此目的，“你且莫管正义不正义，正义也在其中了”。⑦ 这些呼吁，虽是出于唤

醒国人危机意识和抗日勇气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及了当时国际关系的严酷现实，但从学理上

说，无疑包含着不少非理性成分，以致招来了不少人的批评。

二 文化形态学观照下的中国文化反思

依据上述时局观，“战国策派”认为，在“大战国时代”，中华民族必须对其自身的文化进行改

造，方能获得生存和复兴。中华文化何以必须改造? 应如何改造? 为替中国文化把脉，他们借助文

化形态学的理论，对之展开了反思。
所谓文化形态学，是把人类文化作为一种有机体进行考察，以揭示其性质及自然演变规律的方

法。较早倡导这一方法的是德国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佛罗贝纽斯( Leo Frobenuis，1873 － 1936) ，他

在十九世纪末发表的《文化循环论》和《自然科学的文化论》中便提出了此概念。后经德国学者斯

宾格勒和英国学者汤因比发扬光大，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并自 1920
年代初开始传入中国，“战国策派”则是抗战时期运用该理论从事史学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流派。

在《形态历史观》一文中，林同济便指出:“大凡对欧美三四十年来社会科学方法的发展略加留

意之人，恐怕都晓得他们对于各科门的权威学者正在如何不谋而合地朝着我所指出的方向迈进。
其中尤堪参照的，我认是所谓‘历史形态学’( Morphology of History) 者。”⑧依据该理论，他认为，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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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体系的文化，一般都会经历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三个阶段。以中国文化而论，大抵殷商后期

至西周相当于封建阶段，春秋战国相当列国阶段，秦至清为大一统帝国阶段。封建时代，政治权力

分散，行分封制，经济为自给自足的“采邑式”农田经济，整个社会等级森严且为世袭，宗教势力影响

极大，并带有浓厚的贵族性; 至列国时代，政治权力由分散趋向集中统一，其时“一切价值的基础，不

在于‘上下之别’，乃在于‘内外之分’”，社会贵贱等级的世袭鸿沟渐趋消解，国与国的区别和对峙

日益突出; 进入大一统时代后，政治上专制主义，经济上趋向管制，官僚制度盛行，“宗教方面则表现

出一种颓萎的倾向”。① 虽然在该阶段开始的百年间，文绩武功还会现出一些盛况，但“过此以往，除

了偶尔复兴的短期外，始终找不出真正有效的法子避免一种与时俱增的老年‘倦态’( Ennui) : 不求

向上升高( 封建现象) ，不求向外膨胀( 列国现象) ，焚香祷祝，只求‘天下无事’!”致使“整个文化的

‘人’、‘物’两方面的表现，始终摆不脱‘颓萎’的色彩与精神”。② 他指出，从整个世界看，目前西方

正处于活力四射、崇尚竞争的战国时代，势力不断向外扩张。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早已踏过了它的

战国阶段而悠悠度过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统’的意识生活。我们中国人的一般思想立场，无形中已

渗透了所谓‘大同’局面下的‘煖带轻裘’、‘雍雍熙熙’的懒散态度。直到今天，我们还不免时时刻

刻高提着‘大一统’时代的眼光来评量审定‘大战国’的种种价值与现实。”③正是这种文化意识的时

代错位，直接导致了我们的国势不竞。为此，必须尽快设法改变其颓势。
在他看来，秦汉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最大弊端，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片面崇尚文弱的“德感主义”。德感主义在任何文化的发展中都会产生，并有其自身的价

值。但在中国，自孔孟以来，儒家一直都是德感主义的正统宣传者，汉以后，随着儒学定于一尊，“这

个主义的寿命延长到二千多年之久，遂使我们的文化留滞在某一阶段之中而不能突破藩篱，以进到

更新的另一阶段”。④ 这种片面强调德感文化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一味排斥“力”的文化，以致“力”
的精义汨没，造成民性柔弱、乡愿盛行，在大一统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更养成了保守不进、自足自满

和怯于创新的习性。陈铨也指出:“假如中国人不采取这一个新的人生观，不改变从前满足、懒惰、
懦弱、虚伪、安静的习惯，就把全盘的西洋物质建设、政治组织、军事训练搬过来，前途恐怕也属有

限。”⑤

二是积弊深重的官僚体制。对此，林同济先后发表过《中饱———官僚传统的一面》、《士的蜕

变———由技术到宦术》、《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官僚传统———皇权之花》等

多篇论文，攻之不遗余力。他认为，三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政治史，可用一句话概括，即“由大夫士到

士大夫”，此为“我们民族文化发展路程上一切之一切的关键。这个转变不仅是一种结构的更改，乃

尤是一种动力的换质。随着这个动力的换质，整个文化的精神，都改头换目!”所谓“大夫士”，指的

是贵族武士( Noble － knight) ，“士大夫”指的是文人官僚( Scribe － official) 。两者“气质不同，品格不

同，在社会政治上的功用也不同”。前者是封建时代层级结构的产物，他们上承天子诸侯，下接庶民

奴隶，其中卿大夫实为执政的中坚，士则承担着具体行政职能，是当时最活跃的社会阶层。其世袭

不替的社会地位和职守，使之形成了一种“贵士传统”和道德感，具体表现为: “以义为基本感觉而

发挥为忠、敬、勇、死的四位一体的中心人生观，来贯彻他们世业的抱负、守职的恒心。它是一副‘刚

道的人格型’。”后者却是大一统皇权专制下的必须，其时“士乃变为做官的准备，大夫乃成为做士

的目标。功名观念代替世业观念，升官念头代替守职念头”。为了功名利禄，他们甘愿在皇权下卑

躬屈膝，大夫士的人格由此巧变为士大夫的“孝、爱、智、生”四德中心论———“一种‘柔道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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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适应他们在皇权专制下猎取‘功名’、企图‘闻达’的大欲望”。① 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攀龙附

凤和保持权位的为宦之术。官场之上，充斥着逢迎拍马、结党营私、明争暗斗和遇事相互推诿的卑

劣行径。在大一统“内向性”政治的主导下，他们的活动目标始终锁定在“争内权”之上，而根本缺

乏“向外”争雄的活力。至于旧官僚传统携带的皇权毒( 一唯皇权马首是瞻) 、文人毒( 重言论文章

而怯于办事) 、宗法毒和钱神毒等，更是“二千年来社会各面发展系积而成的遗产，其来源也远而深，

其铲除也当然繁而重”。② 他还激愤地指责: 二千年来中国官僚制度滋生的“‘自亡单方’，最灵验

的，恐怕就是‘中饱’。宋之亡，明之结局，根本的膏肓，都在这里。”何谓“中饱”? 即处于君主和百

姓上下之间的官僚或官吏阶层，凭着自己的特殊地位，“对一切经手的事件或接触的人物取得了法

外的收入———这个微妙的勾当就叫做中饱”。探其渊源，秦汉以后，“外患既消，贵士风气日加远隔，

官僚制度往往表面上愈加辉煌，实质上乃反要起始展开腐化的程序”，于是“中饱”渐成惯例。“中

饱”的盛行，不仅严重腐蚀着官场政治，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以至中国人的民族性都大大沾染上了

‘中间人的色彩’: 妥协，折衷，好讲价，喜取巧，恶极端，反彻底，善敷衍，厌动武……处处都呈现一种

道地的‘中间人精神’、‘官商者的模样’。”其结果，“二千多年来只是中饱集团混耍着中饱把戏，留

下来的却是一个‘府库空虚于上，百姓穷饿于下’的国家!”③这些批判，无疑也包含着对国民党现行

腐败官僚体制的强烈不满。
鉴此，他认为中华民族要复兴，首先要改变这种文化上的“颓萎”之风，其办法便是用“列国酵

素”救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文化之穷，即以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化精华去“重

新唤起内在外在的活力”。④ 所谓“列国酵素”，其最具历史价值的因素有三，即贵士传统、个性焕发

和国命整合。个性潮流代表“创造冲动”，国命整合潮流代表“秩序要求”，“有了列国竞争的局面，

多少可以减轻个性潮流陷入放荡享乐的危险; 有了个性的伸张，多少可以维持国家最后活力的来

源。同时，距离封建阶段尚不太远，个性潮流的推进得着‘贵士遗风’的熏陶，多少也可免登时‘庸

俗化’( Plebeianization) 的危机。这一点似乎可以肯定的: 一个文化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峰就是列国蜕

形、个性发展与贵士遗风三大元素恰得个调和状态的岁时”。⑤ 只有用充满创造和竞争活力的文化

去改变庸懒不振的文化，并且“把我们整个的官僚传统按着大战国的需求彻底地改头革心，中国的

官僚制度必须由庞大的‘中饱’集团改革为民族的‘中坚’工作者”，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竞争。
林同济对中国传统文化弊端的上述批判，确有不少击中了要害，其爱国忧时之心亦拳拳可见。

但总的看来，这些文字的政论色彩更浓，内容主要皆系针对现实而发，而并非一种扎实的历史研究，

以致不少评判往往过于笼统，并包含着偏颇。如将秦汉以后二千年的中国文化一概冠以“内向化”
的特征，而对其间出现的几次近似“列国纷争”的大分裂局面及对文化的影响( 有的长达数百年之

久) 却避而不谈，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说的内在逻辑产生疑窦; 他还断然否定中国古代“以农立国”
的说法，以为“最少自秦汉以来，商人在中国整个的社会经济里早已取得主动的地位，在数量上、形
式上，尽管农重于商; 在作用上、动力上，商是主体而农为副。自从土地由‘世守’而变为‘自由贩卖

品’的那一天起，中国经济便向着‘商人中心’的类型溺入。”⑥然观诸史册，此种论断恐终难与实际

合辙，这也许正是其不少学术观点难以获得当时及后来史学界认同的原因。
相比之下，有着深厚历史学专业背景的雷海宗在这方面的研究，则要扎实深入得多。自 1930

年代中期起，雷氏便开始运用文化形态史观考察中国历史和文化。据其观察，世界上各主要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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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都经历过封建( 约 600 年) 、贵族国家( 约 300 年) 、帝国主义( 约 250 年) 、大一统( 约 300
年) 、政治及文化破灭( 时间长短不一) 五阶段的生命发展周期。埃及和希腊罗马等文化无不如此，

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欧西文化日后恐也难改变这一走向。“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从历史看，它已

经历了两个生命周期，即“由殷商西周至五胡乱华为第一周，由五胡乱华以至最近为第二周”。① 并

提出:“中国文化的第二周诚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现在已发展到末期，它的前途是结束旧

的局面，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实现一个第三周的中国文化……中国似为木本花，今年开放，明年可再

重开，若善自培植，可以无限的延长生命。”②

这些论述，特别是把中外各种文化的生命周期乃至其经历的各阶段年限都作了整齐划一的规

定，固不免陷于循环论和当时一般形态论者喜对历史作公式化描述的通病。但观其论证，仍包含着

不少合理乃至深刻的见地。
首先，在中国历史的分期方面，雷氏着力打破“西欧中心论”，并按其自身演变的特点出发，提出

了新的思路。晚清以来，新史家为打破旧史的王朝轮回体系，转而采取了完全比照西欧历史通用的

上古、中古和近代等分期概念，由此建立起当时国内历史研究和教学的通史架构。然在雷海宗看

来，这一架构本是西欧文艺复兴的产物，其着眼点全在希腊罗马为代表的“经典时代”和近世的“经

典复兴时代”，“中古”则因“黑暗野蛮”而颇遭“厌弃”。至于上古埃及、巴比伦和波斯等文化，更被

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这种带有浓厚“西欧中心论”色彩的分期法，自然无法解释其他种类的文化

现象。因为“文化既是个别的，断代当然以每个独立的文化为对象，不能把几个不同的个体混为一

谈而牵强分期。”人类历史发展的多元特点，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每个文化时间与空间的范围认清，

然后断代的问题以及一切的史学研究才能通行无阻”。③ 按照他的认识:“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

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三八三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

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三八三年

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的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

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华梵同化的

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

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④其文化势力，也由原先的中心地带黄河流域，不断向长江流域及

其南部广大地区拓展。鸦片战后，在西方强势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冲击下，第二周中国文化终于疲

态百出。“但若把眼光放得远大些，我们今日显然的是正在结束第二周的传统文化，建设第三周的

崭新文化”。⑤ 经过全民族的奋斗，中华民族必将在抗战中崛起，中华文化也将在中西文化冲撞和融

合的“大时代”中开启其第三周的新生。新的文化建设固然不能摆脱欧美的影响，但不宜“再似过

去的崇拜盲从，而是自动自主的选择学习”。⑥ 这里，雷氏运用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国历史分期所作的

尝试，尽管存在着偏重民族、政治和文化等要素而忽略社会经济的倾向，但其中对中国历史自身演

化趋势的独到解析，却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相当影响。稍后，常乃悳在《历史文化之有机的发展》
( 1942) 中提出的中国文化四周说及朱谦之《中国文化新时代》( 1944) 中的三周说等，实际上都属雷

氏分期方法的沿用和充实。
其次，是另辟蹊径，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衰得失作了贯通而深入的探索。这集中地反映在他以

“兵”现象为切入口，对中国古代社会特点提出的一系列新解上。兹略举其最可注意者: ( 1) “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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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国势的盛衰。雷海宗指出，春秋时代的兵员主体为士族，其时士族子弟皆受文武两方面训练，

并以当兵捍国为应担之职和荣誉之事。战国以降，随着战争规模扩大，渐行征兵制，其主要成分为

农民，有时也征发“刑徒”作战。由于战争日益残酷，人民普遍有厌战情绪。迫于形势，汉武帝时正

式改行募兵制。自此以后，除北朝及隋唐一度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外，一般皆沿此制，以致兵中无

业流民与不良成分大增，军纪日益毁坏，军队往往成为私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其作战能力亦大降，终

于造成国力日疲、“兵与民隔离的局面”，有的朝代竟至弄到要靠所谓“蕃兵”才能维持统治的地步。
“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

的原因。”①( 2) 家族制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雷海宗认为，家族制度在中国根深蒂固，“春秋以上的

大族不只是社会的细胞和经济的集团，并且也是政治的机体。各国虽都具有统一国家的形态，但每

一个大族可说是国家内的小国家。”那是真正的宗法制度。战国时期，随着兼并战日趋激烈，在国家

权威及其功能日益加强的同时，宗法制度遭到破坏，家族观念亦被严重削弱，这在商鞅变法后的秦

国显得尤为清晰。“但一旦大家族破裂，子孙繁衍的观念必趋微弱。一人没有子孙，整个家庭的生

命就有受威胁的可能”。社会分解成小家庭，常会因经济压力明显而不愿多生育，加之战争连年，人

口锐减，各国都希望招徕人口，或通过奖励生育的政策增加户口。至汉代，朝廷为扭转此种颓势，重

倡“孝道”，逐渐恢复了大家族制度，由此促进了整个社会的人口繁衍。当然，这种制度并非春秋以

上宗法制的复旧。“东汉以下二千年间，大家族是社会国家的基础。大家族是社会的一个牢固的安

定势力。不只五胡之乱不能把它打破; 此后经过无数的大小变乱，社会仍然不瓦解，就是因为有这

个家族制度。每个家族，自己就是一个小国家。每个份子，甚至全体份子，可以遇害或流散死亡，但

小国家制度本身不是任何暴力或意外的打击所能摇撼的”。②( 3 ) 古代社会政治中的诸种关系。在

《无兵的文化》一文中，雷海宗还对中国古代中枢机构的权力变动、皇权与地方势力的消长，以及文

官与武官、士大夫与流氓、人口变化与治乱循环、民族冲突与同化等关系作了宏观的疏解，提出了不

少值得注意的看法。如指出，在中国古代“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下，“只有两种比较强大的组织，

就是士大夫和流氓”。这两种社会势力的萌芽，可分别远溯至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和游侠之士。汉

以后，因独尊儒术和推行文官选举或科举制度，文人学士接受同样的教育并成为各级行政官员的主

体，由此形成为共同的利益集团。不过该阶层多属文弱书生，“太平盛世他们可靠皇帝与团体间无

形的组织维持自己的势力。天下一乱，他们就失去自立自主的能力，大权就移到流氓的手上”，③甚

至颓废而做出种种不堪的误国失节举动。流氓集团则多与下层游民或民间秘密宗教结成势力，太

平时代，他们虽往往为统治者和士大夫所利用，但在乱世，却又自成一种可观的社会力量。这些，对

于认识传统社会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第三，注重从古今、中外的连接中把握历史脉搏。“历史的了解虽凭借传统的事实记载，但了解

程序的本身是一种人心内在的活动，一种时代的精神的表现，一种整个宇宙人生观应用于过去事实

的思维反映。生于某一时代若对那一时代一切的知识、欲望、思想与信仰而全不了解，则绝无明瞭

历史的能力。对自己时代的情形与精神愈能体期，对过去历史的了解力也愈发增高”。④ 在《中国文

化与中国的兵·总论》中，他还表示，自己之所以写下这些评价中国旧文化的文字，乃因“此次抗战，

是抗战而又建国。若要创造新生，对于旧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尤其是短处，我们必须先行了解。中

国文化头绪纷繁，绝非一人所能彻底解明，这几篇文字若能使国人对于传统的中国多一分的明瞭，

著者的目的就算达到了”。⑤ 故其史著时时贯注着一种以古通今和关怀现实的气息。如他对秦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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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士大夫的批评，便包含着对当时官僚体制弊端和文人陋习的针砭。在他看来，此次抗战展现出前

线士兵和平民勇赴国难的巨大力量和牺牲精神，正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根基所在。相比之下，不少

“处在安全的后方，多年享受国家高位厚禄，承受社会的推崇尊敬的自命优秀分子，反倒庸人自扰”，

暴露出种种贪生怕死的丑态。①“新君子也与旧君子同样的没有临难不苟的气魄。后方的情形一旦

略微和缓，大家就又从事鸡虫之争; 一个炸弹就又惊得都作鸟兽散。这是如何可耻的行径!”②这与

传统士大夫平日高谈阔论、乱世张皇失措正属同调。究其根源，“旧中国传统的污浊、因循、苟且、侥
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以及一切类似的特征，都是纯粹文德的劣根性”，由此形成的软弱和敷

衍怕事等国民性格必须加以改造，在此万般艰难的抗日血战中，尤其要注重“武德”的培养和发扬。
当然，这不是要提倡偏重武德的文化，“我们的理想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重的文化。每个国民，尤

其是处在社会领导地位的人，必须文武兼备。非如此，不能有光明磊落的人格; 非如此，社会不能有

光明磊落的风气; 非如此，不能创造光明磊落的文化。”并提出，要扭转国力和“兵”势不竞的局面，

必须改募兵制为现代征兵制，“所有的兵必须直接出自民间，兵与民必须一体，二千年来兵民对立的

现象必须彻底打破”，③才能提高国家的防卫力量。不仅如此，他还经常通过中外历史比较或联系的

方法，去揭示某些历史现象的原委。如在探究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何以独能摆脱衰亡命运而屡获新

生的原因时，即通过中外历史比较，指出中国有两大特点: 一是“地面广大，人口众多，与古埃及、巴
比伦的一隅之地绝不可同日而语。如此广大的特殊文化完全消灭，似非易事”; 二是中国有特殊的

语言文字体系，“与其他语文的系统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语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创

造语言文字，同时语言文字又为民族文化所寄托，两者有难以分离的关系。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

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灭……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实际也不得不吸收，只要语言文

字不贸然废弃，将来或者终有消化新养料而复兴的一天”。④ 全面抗战爆发后，雷海宗受到举国奋起

抗战的极大鼓舞，更是发出了这样的预测: 中国“长久未来的远大前途，都系于此次大战的结果。第

二周文化已是人类史上空前的奇迹; 但愿前方后方各忠职责，打破自己的非常纪录，使第三周文化

的伟业得以实现!”⑤

当然，雷海宗的史论，也存在着一些可议之处。如谓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实际上等于一个

政党，并且是惟一的政党”，其说颇见突兀和随意。在评价中国人口问题时，他一方面指出古代的大

家庭制度造成人口过多且“不健全份子”比例过高，“这大概是二千年来中国民族的实力与文化日

愈退步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古代社会周期性大动荡的主因之一; ⑥另一方面又表彰汉代

的人口政策大体成功，使太古传下的大家族观念得以复兴，“民族的生机未被不可避免的斩断。我

们今日能如此英勇的抗战，就是受此种强度的家族观念之赐。否则我们的民族与文化恐怕早已与

埃及、巴比伦或希腊罗马同样的完全成为博物馆的标本，欲求今日流离颠沛的抗战生活，亦不可得

矣!”⑦前后未免显得游移不定。但总体上，其治史注重融贯中西和史论结合，个性鲜明而又自具通

识，则是大家公认的。

三 “战国策派”与战时的思想界

“五四”至抗战时期，中国史学界先后形成了科学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文化本位论三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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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思潮或流派的理论与方法，“战国策派”差不多都持批评态度。
如雷海宗便对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实证史学提出了挑战:“多年来中国学术界有意无意间受了

实验主义的影响，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机械、太简单。以史学为例，一般认繁琐的考证或事实的堆砌

为历史的人，根本可以不论; 即或是知道于事实之须求道理的学者，也往往以为事实搜集得相当多

之后，道理自然能看得出来、实际恐怕绝不如此……历史的了解是了解者整个人格与时代精神的一

种表现，并非专由乱纸堆中所能找出的一种知识。”①对于唯物史观，林同济也一再表示了不满，在他

看来，唯物史观在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上，虽有其贡献，但二十世纪的科学发展，已容不得以此

“固步自封”。并说:“近年来一般浅见者流，苦凭着他们一知半解的唯物史观，嚣嚣然应用一种极

粗浅化的( 所以极方便) 的公式，前来解释人生的一切，解决人生的一切。”②大谈什么奴隶时代、亚
细亚式时代、农业时代、商业资本、前资本主义，“诘屈聱牙，勉强附会”。③ 甚至“株守着无产阶级的

立场，来硁硁然估量古往今来的一切经济结构，以及一切人为价值……但从科学方法论上看去，终

是武断，终是有心，终不免要阻碍了全体认识的可能”。此外，“战国策派”虽不赞成“全盘西化”和

盲目崇洋，但对民族文化本位论者一往情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极力倡导的“文德”等，似乎也

保持着相当距离。在他们看来，“真正有意义的历史必定要采取‘文化综合’( Cultural － Synthetic)

或‘文化统相’( Cultural － Configative) ”，④亦即文化形态史观，才能确立其更为正确有效的历史认

识。
“战国策”派对战时各主要学术流派的四面出击姿态，很快便遭到了各派学者，尤其是共产党人

和左派学者的回击。章汉夫便直接将其定调为“法西斯主义”，认为在历史观上，“战国派”以循环

论曲解历史，提出所谓“战国时代之重演”及其最终结果必“是一强吞诸国，而创出一个大一统帝

国”，都根本不符历史实际; 在时局的判断上，混淆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性，一味宣扬“力”决定一

切，更不啻是为国际法西斯侵略行为和恃强凌弱的独裁思想公开张目。事实上，“力和正义，都是一

个国家所必需的。但是，只有力而无正义的侵略者，指环( 即‘力’) 固然有了，却没有了胜利”。⑤ 胡

绳则着重批判了其非理性主义的倾向，指出他们在引述黑格尔、尼采等人思想时，总是极力寻觅和

发挥其中的非理性主义或消极成分，迎合国际上日趋没落的反理性思潮及其政治势力，这是毫无前

途的，因为“整个人类将从战争的烽烟中获得理性的充分解放与发扬，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发展路向

也终归不能不是理性主义的”。⑥

同时，其反复宣扬顺应“国命潮流”和主张集权的反民治倾向，更令不少民主人士感到不安。曾

昭抡在 1940 年 12 月日记中就有“《战国策》论调右倾，主张独裁，与我之政治主张正系相反”的记

载。⑦ 针对陈铨责难“五四”运动犯有“不要民族主义、要求个人解放和提倡理智主义”三个错误的

说法，有人直截了当地回击道:“五四运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就是三件最宝贵的东西: 民族、民主、科
学。没有五四运动的这三个伟大贡献，中国人民今天的进步是不能想象的。”⑧至其极力鼓吹的“权

力意志”和“英雄崇拜”论，连同为《战国策》编辑的沈从文也看不下去而表示了异议: 我们生于二十

世纪，对于“英雄”虽可由信托而生敬重，但“不必迷信崇拜，尊之若神”。因为“英雄”也是人，并非

“头脑万能”，其伟大的成功仍须靠各方面的热诚合作。至于陈铨责备“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

雄”，并将之归咎于“五四以来提倡‘民治主义’同‘科学精神’，个人主义抬头”之故，更是不足为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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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的实际而言，国家要发展，“民治主义”与“科学精神”实在少不得，只有这样，“对内言，在政

治上则可以抵抗无知识的垄断主义，以及与迷信不可分的英雄主义，更重要的是抵抗封建化以性关

系为中心的外戚人情主义。在教育上则可以抵抗宗教功利化、思想凝固化，以及装幌子化。在文学

艺术运动上则可以抵抗不聪明的统治与限制。在一般文化事业上则可以专家分工，不至为少数要

人引入歧途。至若科学精神的应用，尤不可少。国家要现代化，就无一事不需要条理明确、实事求

是的科学精神!”①

应当看到，上述思想交锋，是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环境下发生的。从共产党人一方讲，当时正

处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控之下，又恰值“皖南事变”前后，因而很自然地把“战国策派”的某些言

论视为蒋介石集团急于从政治上消除异己的呼应而充满了敌忾，其批判矛头，实际上也正是直指蒋

政权的。但从“战国策派”方面看，作为关心国是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虽与官方有一定接

触，却并无实据表明其言论是受后者直接支持或指示而为。他们的办刊，也不像当时张其昀办《思

想与时代》那样得到蒋政府的经济资助或扶植，②只是通过何永佶的私人关系得到过云南省财政厅

长缪云台的部分赞助，且不久就因故中断了合作。相反，倒是有材料显示，当时国民党官方人士同

样对其抱有疑虑。曾昭抡 1940 年日记留下了这样一则记载: “仲兄相告，谓胡小石告彼，党部向重

庆告密，谓林同济在此组织新党，以《战国策》为其机关刊物……暑期中林、何等与党部合作，举行学

术讲演会，关系似颇亲密，不料今竟相忌至此。国民党之不能容人，于此可见。”③笔者在云南省档案

馆见到的一份函件，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该信全文如下:

保泰吾兄勋鉴:

手教奉悉。《民族思潮》内部纷争事，据弟调查结果，缘李思齐虽为发行人，实只负出钱之

责，从未秉笔为文。最近以昧于乡里地域之见，坚欲以贵州同乡为主干。又彼系林同济、何永

佶诸教授之高足，近受林、何诸人之怂恿，欲以《民族思潮》遂《战国策》之借尸还魂计划，藉此

以施放有毒之法西主义，危害国策，兼倡中国必亡论，此种言论自宜防止。因此《民族思潮》之

编辑人与负责诸人共同议决，取消李思齐发行人资格。弟认彼辈此事甚为合理，且林、何诸教

授言论极宜制止。前康兆民处长来滇亦曾面嘱。鄙见认为亟宜停止李思齐之出刊权利，以杜

恶性言论。高见以为何如? 耑复并颂

勋祺

弟 刘志寰 顿首

六月十四日④

此函件信纸为三青团云南支团专用信笺，收信人为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长陈保泰。⑤ 作书

人刘志寰，经查乃国民党复兴社成员，时任昆明市府秘书长，兼三青团云南支团书记。信中要求陈

取消李思齐《民族思潮》杂志发行人资格，理由是其与林、何等串通一气，欲图《战国策》借尸还魂，

继续“施放有毒之法西主义”。并称这也是其上司复兴社头子、三青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 兆民) 的

意思。可见“战国策派”的某些言论，连国民党官方的一些高层人士也嫌其过于“出格”而有所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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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沈从文:《读英雄崇拜》，《战国策》第 5 期，1940 年 6 月 1 日; 见林同济编《时代之波》，第 145、147、150、155 页。
据王泰栋称，抗战时，陈布雷与张其昀商定出版一学术水准较高的刊物，张定名为《思想与时代》，由蒋介石政府津贴出

版。陈布雷对这本月刊的要求是“不要太显露本党面目，也不局限于三民主义政治范畴，而着重阐扬我民族优良文化与中西文化之

比较”。参见氏著:《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8 － 239 页。
曾昭抡 1940 年 12 月 18 日日记，《一代宗师: 曾昭抡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第 106 页。
民国档案 13 － 1 － 21，云南省档案馆藏( 注: 此函件系多年前在该馆看到，根据当时学术规范的要求只记录了档案卷宗

号) 。落款原缺年份，据信中“欲以《民族思潮》遂《战国策》之借尸还魂计划”句看，当作于《战国策》1941 年 4 月宣布停刊后，即

1941 年 6 月。而发刊于该年初的《民族思潮》杂志随后即停刊( 至 1941 年 4 月仅出 3 期而止) ，当也与此有关。
陈保泰( 1909 － 1988) ，浙江诸暨人。1935 年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系毕业。1941 年 6 月 9 日任云南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处

长。1949 年为上海市社会局代局长。后赴台湾，历任高雄市长、台湾渔业处处长、“行政院”国军官兵退伍辅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等职。



惮。这至少说明，他们和国民党当局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着外界想象的那种“默契”关系。
如此看来，“战国策派”在当时的思想界就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学派。史学上，它向学术界输入了

一种新的理论，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域，惟其实践多局限于宏观层次的讨论，且带有明显的公式化

痕迹，故难以形成深入持久的影响; 思想上，它宣扬以“尚力”哲学为依据的民族竞争论，欲以鼓起本

民族在极度危难中拼死抗争的勇气，其爱国爱民族之心不可谓不深切，然终因情绪与言论失于偏

激，引起时人的种种猜疑和误解。不过，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战国策派”学人都是深情的爱国

者，①他们大多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浓厚情结，有时甚至还带着几分“舍我其谁”的

傲气，在那民族救亡的“大时代”里，其言其行，狂放孤往者良或有之。但若说他们的思想就是“法

西斯主义”，显然不符历史实际，对其人格来说，则更是一种误判。

( 责任编辑: 徐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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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方面，林同济和雷海宗尤为典型。据林同济弟林同奇披露: 1949 年大陆解放前夕，林父根据他过去的经历，认为留在

大陆可能不利，建议他赴台。他却说:“中国若亡，吾与汝偕亡。”以示自己决不因此而舍祖国他去。( 见《我家才子，一生命苦。可

叹!》，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 林同济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0 页。) 雷海宗的情况与此相类，在抗战最为艰苦

的 1943 － 1944 年，美国方面曾有意请中国的一些著名教授赴美讲学，雷氏也在邀请名单中，当时不少学者都接受了。但他回信婉

拒说:“值此抗日之时，吾当留在国内与同胞共赴国难。”1948 年，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时，当局曾动员他南下赴台，但他毅然选择了

留在祖国大陆。( 见于可:《大师风采，学者风范———深切怀念雷老对我的教诲》、资中筠: 《关于雷海宗先生二三事》和王敦书: 《学

贯中西，桃李天下———雷海宗先生的生平、学术成就和治学特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第 106、
137、307 页。)



portant role in this accident．

Return and Start: the Interpretation on Sun Yat － Sen＇s Mind and Activities around Taking Office
as Interim President LIAO Da －wei

Good start of early Republic was due to strong democratic atmosphere，but it was also critical that
who should be the interim President． Despite the volatile situation and the fluctuation of self － confidence，

Sun Yat － Sen always had the desire to be the leader． Finally，he arrived when it was most needed and
successfully elected． It seemed an coincidence，in fact there was numerous necessity behind it．

The Chief Plotter of Song Jiaoren＇s Assassination Wa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HOU Yi － jie
It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 suspected crime follows no punishment" and the " no guilty fol-

lows innocence"，when we study on Song Jiaoren ＇s assassination． If there was lack of conclusive evi-
dence，Zhao Bingjun or Yuan Shi － kai couldn＇t be considered as the Chief Plotter． Even if some issues
were not distinct，we can only doubt but not make a conclusion． If there＇s no new evidence to be discov-
ered，Song Jiaoren＇s assassination will always be a difficult puzzle．

The Changes of Law during Xinhai Revolution － Focusing on the "JunQin" Regulations Modifica-
tion of Criminal Law CHENG Fu － lei

The polity problem became the core of the early politics after Xinhai Revolution． China goes forward
the republic is a historical choice． However，it brought internal adjustment to Confucianism idea inevita-
bly，which was clearly embodied in the changes of the criminal law． The Republic deleted some provi-
sions of Qing criminal law and used in succession． With the President＇s power gradually increased，the
principle of Confucianism in criminal law rose again． Outside this，the monarchy finally appeared again．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 Jun" and "Qin" unfolded completely．

"ZhanGuoCePai" and Its History in the Anti － Japanese War HU Feng － xiang
" ZhanGuoCePai" was a controversial academic thought school，produced in the Anti － Japanese

War． It brought a new history theory to academia and expanded peopl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but it was
confined to the macroscopic discussion，can＇t make a deep lasting influence． At idea，it advocated the na-
tional competition theory based on " Force" philosophy，tried to inspire the nation courage to struggle from
desperation． Its emotion and speech somehow went to the extreme，caused people＇s suspicion and misun-
derstanding，but the idea of " ZhanGuoCePai" was not " fascism" ．

Analysis "The Letter to Wang Zhaoming" of ShiFuGaoXin YE Wei －min
ShiFuGaoXin would not predict and believe Japan＇s defeat，because this outcome meant that Japan

made enemies with Europe，the Soviet Union，the United States，especially with Asi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avoid this situation，ShiFuGaoXin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 far from British，close to American"，and
wrote " The Letter to Wang Zhaoming"，persuaded Wang " far from British" ． But，because of his limited
understanding to China，he had no enough evidence．

Two Cycles of French Revolution from 1789 to 1880 － Also Discuss Fule＇s the long tim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HAN Wei － hua

Revolution，Reactionary and Restoration constantly repeated in France，from the last year of the old
regim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Republic．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strange phenomenon more effective-
ly，it＇s necessary for us to expand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In fact，modern France＇s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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