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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初，章太炎在西方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下，开始反思传统史学，在探索文明史建设方
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文就章太炎关于中国近代“群学”和氏族史研究两个方面的内容及两者间关系进行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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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太炎的“群学”思想及其对氏族史的研究

王 磊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710119）

章太炎在《訄书·尊史》一文中对于传统史学表

现了深深的不满，他说：“自唐而降，诸为史者，大氐

陈人邪！纪传泛滥，书志则不能言物始，苟务编缀，

而无所于期赴。”既然传统历史体裁“不能言物始”，
那么出路又在何处呢？章太炎则明显的受到西方社

会学说的影响，提出“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

史不详，故其实难理”，他指出中国史学典籍多以记

事为宗，而缺乏关于氏族演化、社会物质成果制作、
创造等方面的物质文明史的记载。章太炎对于研究

文明史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非通于物化，知万物之

皆出于几，小大无章，则弗能为文明史”，①即要求作

史者，必须明事物变化之理，且须有可依据之章程，

方可为之。下面将要论述的章太炎关于“群学”和氏

族史的探讨即是在文明史的范畴之下进行的。

一、西方社会学对章太炎史学观的影响

19 世纪末以来，西方近代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

逐步传入中国，然而社会学作为 19 世纪中叶才在

西方兴起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它在传入中国之

后，便对传统史学造成了重大冲击。较早将社会学

译介到中国的是严复，章太炎作为一名关心时运的

学者，对于当时的社会变局和西方的思想学说是保

持高度关注的，同时，他对于社会学的引入中国也

起到很大的作用，并且自身也深受西方社会学的影

响。章太炎与曾广铨合作将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
节译为《斯宾塞尔文集》，连续刊载于《昌言报》

（1898 年）。1902 年，章太炎翻译了日本学者岸本武

能太的《社会学》，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此书可算

作我国译介最早、叙述最完整的社会学著作，先于

严复的《群学肄言》（1903 年）和《社会通诠》（1904

年）。在《訄书》重订本中有不少涉及到历史类问题

的文章，便都融入了社会学的观点，如《原学》、《订

孔》、《学变》、《序种姓》、《方言》、《定版籍》、《原教》、
《订礼俗》、《尊史》等。章太炎逐步将进化的观点融

入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二、章太炎对“群学”的探索

自严复于 1895 年初在《原强》一文中将西方社

会学译作“群学”之后，章太炎对于“群学”亦有自己

独特的看法，章太炎基于先秦学者对于“群”的理解

基础之上，结合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与理论，阐释了

自己独到的“群学”思想。古代学者将“群”理解为人

的种群或族群，而近代学者将其扩大到整个社会。
章太炎受到荀子关于“群分”思想的影响，荀子

关于“群”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王制》和《富国》两篇

文章中。在《王制》一篇中，荀子首先肯定了人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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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合群的积极意义，“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

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随后，他又提

出人之所以具备合群的条件则是因为人具备“分”
和“义”，“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故又说：“故序四时，裁万物，兼利天下，无它故焉，

得之分义也。”最后，荀子归结道：“人生不能无群”
并且“不可少顷舍礼义”，①这样就将等级名分、道义

总结为人类可以合群的条件。在《富国》一篇中，荀

子再三强调“明分”能够使“群”和谐的重要性，他

说：“群而无分则争”，“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

明分使群矣”，又强调“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当

然，荀子也顺带指出了离群索居则会导致“不相待

则穷”的局面。②我们知道章太炎一直比较推崇荀子

的思想及其文风。在其 1900 年前后所写的《菌说》
一文中，章太炎引用《荀子·王制》篇中内容以阐发

自己的观点，“是故合群明分，则足以御他族之侮；

涣志离德，则帅天下而路。”③可见，在面临严重民族

危机的形势下，章太炎赋予“合群”以新意，以达御

辱求存之道。随后，在《訄书》中，章太炎则较为明确

地阐述了他的“群学”思想。
章太炎在《訄书》的相关文章中论及“群学”内

容时，不仅融入了西方社会学相关思想，同时也反

映出他对西方政治学说的运用。这也体现了章太炎

在治学过程中参证中西的特点。他在《訄书·明群》
（初刻本）中就设计出了一幅“合群明分”的社会蓝

图：“四民莫不有州居，而今之合群明分者，莫亟于

学士，是何也？将以变法为辟公，必使天下之聪敏耳

目，相为视听，股肱毕彊，相为勋宰，则始可以御内

侮，是故合群尚已。”④可见，章太炎眼中的理想社会

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集团管理的，颇似柏拉图之理

想国。在《原变》一文中，章太炎同荀子一样对离群

索居之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合群”符合人类生存

进化之理，人只有在“群”中才可以互相竞争，否则

就会造成“人迫之使入于幽谷，夭阏天明，令其官骸

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废而为豦蜼”的退化局面。⑤

最后，章太炎从更深层次指出：“山林之士，避世离

俗以为亢者，……然而其弊，将挈生民以为豦蜼。”⑥

再次点明“合群”对于人类的积极意义。

我们从《明独》一文中可以看到章太炎在“群”
的基础之上又提出了“独”的理念，在当时可以说是

令人耳目一新，能够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诚然，

“独”的概念在传统儒家中早已有之，到了晚明的刘

宗周则系统地提出了“慎独”的命题。然而，章太炎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之下，提出了基于个性解放

为目的的“独”的思想，毫无疑问地丰富了“群学”的
内容，赋予了“群学”新的意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

家所提倡的“群己权界”在章太炎这里亦有所回应，

以往我们往往过于重视严复的译著《群己权界论》
（又名《论自由》）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对于章太炎相

关的思想却有所忽略。
章太炎指出清末之时乃是“天地闭，贤人隐之

世也”，⑦这样一个武备废弛、政治颓败的时代，则更

需要合群之人才。他所理解的“群”、“独”关系是这

样的“大独必群，不群非独也”，可以理解为在维护

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还要对公众的事务、权益有所

参与和贡献。他批判了三类不能称为“独”的人，其

一“卓诡其行，虓然与俗争”者称为“鸷夫”；其二“厚

其泉贝，膏其田园，守之如天府之宲”者称为“啬

夫”；其三“深谿博林，幽间以自乐”者称“旷夫”。⑧章

太炎进一步阐发“群”与“独”的另一层关系为“大独

必群，群必以独成”，那么所谓“群”则是在“独”的基

础上完成的，这是一种承认个性张扬前提下的“合

群”，即是保证个人的权利边界不可动摇。最后，章

太炎又呼吁道：“与群而成独，不如独而为群”，⑨这

就表明了人类个体在社会中，应该保持独立而超

群。以上章太炎阐明了“群”与“独”的辩证关系，可

以看出他思想的深刻，这是对君主专制时代自由权

利的呼唤和呐喊。章太炎在文章中还联系当时的社

会现实，通过表彰杭州的汪曾唯，从而道出了他心

中具备“大独”精神的人的特点：“至性恫天下，博爱

尚同，拘录以任之，虽贾怨不悔，其群至矣，其可谓

独欤？”⑩章太炎表达了对于社会出现具备“大独”精
神之人的渴望之情，然而现实之世却是“大群之将

涣”且“求独而不可得”，輥輯訛所以作者寄希望于未来社

会的启蒙和变革。
章太炎在《訄书·尊史》一文中，挖掘《世本·作

①②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 127 页，第 138 页。

③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 137 页。

④章太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 52页。

⑤⑥⑦⑧⑨⑩輥輯訛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06 页，第 309 页，第 494 页，第 485

页，第 487页，第 491 页，第 494-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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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的历史价值时也不忘提出人民“合群”的重要

性，上古之民由于居住分散，使得各自的生产经验

和技术工具难以交流，所以往往难以促进技术更

新。原因乃是“此所谓隐匿良道，不以相教，繇民不

知群故也”，遂引述《管子》中言为之证明，“夫民别

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①可见“合群”思想在

章太炎的观念中是贯之如一的。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不同的学者针对中国人

“不群之恶性”皆纷纷提出自己的“合群”主张。梁启

超在《新民说》一书中针对中国人“不群”列出四种

原因：“一曰公共观念之缺乏”、“二曰对外之界说不

分明”、“三曰无规则”、“四曰忌嫉”，又指出“如傲

慢、如执拗、如放荡、如迂愚、如嗜利、如寡情，皆足

为合群之大蠹”，②最终还是要靠提升国民道德来实

现。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的描述可以使我们

看到康有为因中国人团体涣散而开列的药方，康有

为认为：“中国人公德缺乏，团体涣散，将不可以立

于大地；欲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而诚

服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③于

是，康有为扯起了孔教的大旗欲凝聚人心。然而，章

太炎却有另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团结人心在于

感情，有两件事情最重要：“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

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

进爱国的热肠。”④从宗教角度来提升人群之道德，

章太炎与康有为可谓是不谋而合。不同的是，章太

炎则“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他提倡国粹，

并且“不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

历史”，而这历史包括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

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⑤以上与康有为的倡导孔

教是完全立异的，也显示了他们两人对于国民“合

群”问题的不同见解。

三、章太炎重视氏族历史之研究

章太炎之所以重视氏族历史的研究，也是伴随

着 20 世纪初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而兴起的，当时

德国民族主义史学传入日本、中国，对国内学者产

生了重要影响。先有梁启超撰《新史学》以辨明人种

之分，后有陶成章撰《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1904

年）以及刘师培撰《中国民族志》（1905 年）。而章太

炎在《訄书》（手定本，1900 年）中亦有《序种性》、《尊

史》两篇文章主要阐述姓氏、民族历史的变迁。可以

说，章太炎是近代中国民族史学最早的开创者。
章太炎在《訄书·尊史》一文中引述刘知几《史

通》中关于修《氏族志》的内容：“几为国史者，宜各

纂《氏族志》，列于《百官》之下。”章太炎继刘知几言

论之后加案语道：“甄别华夷之说，自金、元至今，尤

为切要。氏族作志，非以品定清浊，乃以区分种类。
斯固非流俗所能知也。”⑥可见，章太炎强调给民族

作志的目的在于明确华夷民族之界限，以最终达到

“排满”革命之效果。在《尊史》一文中章太炎还在重

新审视传统典籍的基础之上，挖掘出以往为学者所

忽略的《世本》一书，他对《世本》中的两篇《帝系》、
《氏姓》进行分析，褒扬其“贤于《中候·苗兴》无訾程

计数矣。夫整齐世系，分北宗望，成而观之，无瑰

特”。⑦此语乃是称赞《世本》是了解古代帝王世系、
名号和古代氏族演变轨迹的绝好材料，并在《春秋

左传读·叙录》中称：“传非一书，《内传》、《国语》、
《世本》三者，皆《春秋》之传也。”⑧章太炎独具慧眼

推崇《世本》一书，值得学术界更进一步深入研究。
章太炎之所以撰写《序种姓》，目的乃是为续接

顾炎武曾设想之《姓氏书》，旨在考辨华夏本姓和胡

虏蕃姓，以严“夷夏之防”。在此文中，章太炎指明了

他的民族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即：用血缘的源流

代替文化高下作为辨别、区分民族的依据，这显然

是与康有为立异的。他指出：“夏后兴，母系始绝，

……自是女子称姓，男子称氏，氏复远迹其姓以

别婚姻。”⑨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使血统不相紊

乱，而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章太炎欲在文字记载

的基础之上区分“自然民族”和“历史民族”，他认为

《世本·帝系》可以作为最早的氏族志资料，“故有

《帝系》、《世本》，掌之史官，所以辨章氏族，旁罗爵

里，且使椎髻鸟言之族，无敢干纪，以乱大从”。⑩章

（下转第40页）

①⑥⑦⑨⑩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第 802、803 页，第 793 页，第 787 页，第 221

页，第 221 页。

②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594-596 页。

③梁启超著，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下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 744 页。

④⑤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 3页，第 5-7 页。

⑧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 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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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01页）
太炎辨明种族历史的目的乃是为了“排满”革命而

做理论和舆论之准备的。遂有后来《驳康有为论革

命书》中所述，“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

以天然民族为界”。①

章太炎在辨明“历史民族”形成过程中，阐述了

中国自《世本》记载上古帝王世系及氏姓沿革之后，

中国自晋以后直到宋代形成了撰写谱牒之学的传

统，原因是“中国故重家族，常自尊贤”，②正是中国

具有这一传统，所以中国的宗法制“萌芽夏、商间，

逮周始定，以适长承祀”。③章太炎分析了华夏族在

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合了一大批非五帝后裔的种族，

在此一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因部族、国家战争而造

成的掠夺和奴役他族人民的现象，章太炎以同情的

笔调对因为封建宗法制造成的“天有十日，人有十

等”现象进行了挞伐，并对由于掠夺战争引起的“十

等之法，隶以下迭相君臣，其名则丧，实故在也”的
局面依然存在表示不平之情，④我们可以看到章太

炎渴望社会平等的人文情怀。

四、结 语

章太炎于 1907 年 3 月发表《〈社会通诠〉商兑》
一文，其中谈到用民族主义改造宗法社会的构想，

首先他分析了中国自古及今宗法社会之演变，“古

者宗法行于大夫、元士，不行于齐民；今者宗法行于

村落素人，不行于都人士”。而乡间自成之村落“则

有祠堂以相系联，而决事听于族长”，⑤随后他又指

出：“且今之民族主义，非直与宗法社会不相一致，

而其力又有足以促宗法社会之镕解者。夫祠堂族长

之制，今虽差愈于古，亦差愈于欧洲。要其仆速之

体，褊陋之见，有害于齐一亦明矣。……今外有强敌

以乘吾隙，思同德协力以格拒之，推其本原，则曰以

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未来的社会

将发展成为“惟军国社会是务，而宗法社会弃之如

脱屣耳矣”的局面，⑥以达“合群”之旨，从而摆脱民

族危机，实现国家独立。由此，我们看到横亘在民族

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有民族主义的兴起，还有

传统宗法社会的影响，如何实现民族历史新的延续

和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现代转型，如章太炎这样的近

代学者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国学大师陈寅恪指出：梁陈

制度为隋唐制度的三大来源之一。范文澜曾经说

过：“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

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

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

借，东晋南朝对历史是有贡献的”。由此可见“偏安

一隅”的南方政权对于华夏文明的贡献有多么大。
而作为南朝最后一朝的陈朝，更是起到了承上启下

的关键作用。如果没有陈霸先及其继承人的努力，

南方的经济、文化不会在内乱后的短短三十余年间

就得以恢复；没有六朝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也许

大唐盛世的出现还要推迟很长一段时间。
“天下陈氏出江州，江州先祖在长兴。”鸦片战

争时候的陈化成、清末的陈天华、辛亥革命的陈英

士、民国元老陈立夫、陈果夫，以及为创建新中国立

下丰功伟绩的陈独秀、陈云、陈毅等，都是陈霸先的

后裔。台湾陈立夫老先生亲笔题写的“陈武帝故宫”
匾额，如今悬挂在陈霸先故居。

综上所述，陈霸先出身寒门，起家下吏，从一介

平民成长为一代英主明君，除了天时地利的时势造

就外，其自身的英略才智才是其成功最主要的原

因。陈霸先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正如卞孝萱

先生所说：“在南北朝北强南弱的形势下，誓不投

降，智勇抗敌，保卫南方最后一个汉族政权和中华

传统文化最有功的陈霸先，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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