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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的“国民 ”语义与国家构建

———从明治维新到辛亥革命

郭台辉
提要： nation state 在中日两国分别被理解为“民族国家”和“国民国家”，
其原因可以从分析并比较“国民”的语义变迁中得到解释，它们反映出两国
近代以来不同的国家构建历程。古汉语“国民”在近代日本首次获得归属和
参与的现代语义，回归中国后，在晚清最后 10 余年间变得更为复杂。近代中
日的“国民”承载权利、成员身份等现代西方的公民概念语义，并与“人民”、
“公民”、“臣民”、“民族”等相关语词形成一个概念网，传递出对国家主义的
强烈追求。两国的“国民”语义差异明显： 在日本明治中期以后容纳了天皇
的“臣民”，融入文化民族的部分语义，成就其君主专制和泛民族主义相糅合
的歧路； 在晚清则成为立宪 / 共和之争的标志，与大民族主义 / 汉族主义的
“民族”语义之争一起，辛亥革命后汇入为“中华民国”的民族国家话语。近
代中日的国家构建是在外力作用下相互参照的结果，但却迈上迥然不同的
道路。
关键词： 中日“国民” 语义比较 国家构建

Nation state 是当代西方知识界探讨国家构建 （ state building） 议题
时的关键概念，但当转述到汉字文化圈时，日本学术界往往对译为“国
民国家”，并以此阐述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家构建历程； 中国学者则习惯
理解为“民族国家”，并以此解释晚清以来的变化。这个差异可以通过
分析并比较近代中日的“国民 ”语义变迁来解释。“国民 ”作为一个汉
语复合词古而有之，但成为使用率极高的现代政治概念 ，却产生并兴盛
于明治日本时代，在辛亥革命前 10 余年才传入中国。学术界对此给予
过不同程度的关注，但在理解上存在分歧，明显表现为其对应的英语表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编号： 10BZZ015） 的阶段性成果。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
方维规、肖滨、郭忠华、王金红、周炽成、陆小媛等专家与学友的大力帮助。本文初稿曾
于 2010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公民身份、公民社会： 世界主义的挑战”国际研讨会
上宣读，得到约翰·基恩（ John Keane） 等学者的充分肯定。本文的最后定稿吸收了《社
会学研究》匿名评审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37

社会学研究

2011． 4

述不尽一致。其实，近代中日的“国民”语义是动态变化的。“国民 ”语
义随时空的变化与两国现代国家的构建紧密关联 。① 现代国家的构建
必然对其成员进行政治身份的塑造 ，而“国民”恰恰成为近代中日知识
与政治精英对现代政治身份进行制度设计和观念想象的主导用语 。其
语义因知识精英对政治成员身份的理解差异和认知转换而变得冲突和
复杂，并随着政治精英对国家构建的要求和目标变化而变化。 本文运
用历史语义学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主要考察从日本明治维新到
中国辛亥革命“国民 ”的语义生成、变迁及其原因，从微观上比较中日
两国在外力作用下如何相互参照，如何展开现代国家构建及其成员身
份塑造的迥异逻辑，揭示西方 nation state 模式在近代中日的变形与困
境，由此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和非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心态 。

一、明治日本的“国民”语义变迁
古汉语“国民”最早传到日本的时间无从查考，但至少在明治维新
之前。那时，在介绍西方文明时，有这样的说法： “国财极度窘困，国民
必然深受其苦”； “万国各邦皆有圣教，以治其国民”； “遵循罗马之教
法，治理国民者多”（ 新井白石，《西洋纪闻》［1715，上 ］，司马江汉，《和
兰天说》［1795： 凡例］和《和兰通舶》［卷一 ］，此处均引自京极兴一，
1993： 451） 。这里的“国民”用来指西方各国的人们。只有当国学派论
及日本自身政治共同体的归属意识时，“国民”才泛指日本四岛的全体
居民，而其他人则使用“国民 ”来指各藩领国统治的属民 （ 齊藤俊明，
2003： 107） 。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欧美各国对东亚地区加速扩张和
侵略，短短 20 年间（ 1840 － 1860） ，在晚清帝国的本土上相继爆发两次
①

学术界对中日“国 民”的 英 语 表 述 大 致 分 四 类： 1、相 当 于 citizen （ 公 民） ，如 Harrison，
2000： 49； Culp，2007： 4； Ikegami，
1996： 185。2、相当于 citizenship（ 公民身份） ，如沈松侨
（ 2002： 685） 视之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3、部分相当于 nation （ 民族） （ 如尹 健 次，
1994a： 2； 王柯，
2003； Gluck，1987： 102） ，认为“国民”成为意识形态灌输的主要用语。4、
相当于 citizen 与 nation 的结合（ 如 Fogel ＆ Zarrow，1997： 17 － 18） ，认为该词应该是指在
citizenry（ 全体公民） 和由大众主权及参与构成的 nation（ 民族） 两层语义之间同时展开，
二者构成为晚清民初时期的 people（ 人民） ，但并没有走向西方那种指代独立自由平等的
个体意义上的公民概念。在这个意义上，M． 古尔德曼和 E． J． 佩里把“国民”理解为 national citizen（ 国家公民） ，参见 Goldman ＆ Perry，
200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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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并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这虽然没有根本动摇传统中国的
帝制及其观念，但却使日本的文化与政治精英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
幕府和各藩被迫面对开国问题。 当时，基于国学主张的国民意识影响
了尊皇攘夷论，与攘夷论相反，明六社所代表的西欧思想启蒙运动更是
用“国民”来表达现代领土国家的归属与身份意识。 但在明治中期之
前，用于表达这种政治共同体成员身份的称谓仍然含混不清，“国民 ”
的用法并不突出，而是与“人民”、“民人”、“国人”、“公民”、“庶民 ”、
“臣民”、“臣仆”等语词夹杂在一起。
从幕末到明治初期，日本启蒙思想家较多混合使用“人民 ”与“国
民”。天皇制确立之后，退出政权的士族阶层成为抵制中央集权的中
坚力量，而多数启蒙思想家都出身该阶层 ，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中村
正直、西周、福泽谕吉等。 他们以“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 ”和“四民
平等”为理论基础，以“明六社 ”为组织，展开“民选议院 ”的论战，主张
国民有直接参与政治选举的权利 ，认为民权是确立国权的基础，而“民
应该是泛指一般人民，即我日本帝国人民的总称 ”（ 引自近代日本思想
1992a： 36） 。 据统计，在明治十年这段时期，“人民 ”的使用
史研究会，
率达 90% 以 上 的 有 十 部 著 述，如 加 藤 弘 之 的《国 体 新 论》、《人 权 新
说》，中村正直的《西国立志编》、《自由之理 》等； 主要使用“人民 ”而兼
用“国民”的有七部，如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劝学篇》、《文明论之
概略》，西周的《论文三篇》等； “国民”使用率超过 90% 的有两部，如津
田真道的《泰西国法论》，上天万年的《国民教育与国语教育》； “国民 ”
使用为主、兼用“人民”的有两篇，如西周的《宪法草案 》和西村茂树的
《日本道德论》（ 京极兴一，
1993： 453） 。 所以，“人民 ”成为表达政治身
份的主要用语，包含着新时代贵族、农工商及妇女儿童“四民平等 ”的
理念。虽然“人民”与“国民”在明治十四年的《哲学字典 》以及随后的
《英和对译袖珍辞书》中分别对应 nation 与 people①，但两个词在一个作
者的同一篇文章中却常常作为同义词混用。 比如“英国之人民，源于
‘凯尔特族’两种，分为四种”； “国民于‘法兰克族 ’人种上成立 ”（ 久米
1980： 38、
34，转引自京极兴一，
1993： 455） 。
邦武，
①

日语 jinmin（ 人民） 在 1869 年出版的《和译英辞书》中同时对译词条 people 和 nation，直到
20 世纪初的日语 与汉语中，“人 民”与“民 人”的 语 素 顺 序 仍 然 摇 摆 不 定 （ 参 见 李 博，
2003： 216 －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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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用现象在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著作中表现明显。《劝学
篇》（ 1984） 中，有“人民之地位”（ 第 1 编，第 6 页） 与“国民之地位 ”（ 第
4 编，第 23 页） 、“政府与人民之约定”（ 第 2 编，第 11 页 ） 与“国民与政
府之约定”（ 第 6 编，第 32 页） 、“政府乃人民之名义 ”（ 第 2 编，第 12
页） 与“政府乃国民之名义 ”（ 第 6 编，第 32 页） 、“人民之职责 ”（ 第 2
编，第 16 页） 与“国民之职责”（ 第 7 编，第 38 页） ，等等。在《文明论之
概略》（ 1982： 174） 中，他说： “现今的地球，已经被划为许多区域，各自
划为国界，人民各自在其境内结成集团，称为国民，为求其集团的利益
而设立政府”。福泽谕吉把“国 ”一方面定义为由“政府 ”与“人民 ”构
1984： 23） 。 这意味着
成，另一方面认为“有政府而无国民”（ 福泽谕吉，
2003： 107） 。 不过，我们仍
当时“国民”说法尚未完全确立 （ 齊藤俊明，
可以看得出他使用“国民”时的主要语境。当从“社会契约 ”理论出发，
强调个体的平等权利、政治参与、独立精神、法律服从，以及批评明治政
府的集权制度时，他往往用“国民”； “人民 ”是“国民 ”的公共意志，用
以决定主权归属和政府决策： “为了办好全国的事，人民与政府必须相
互配合，我们尽国民的职责，政府尽政府的本分，彼此互助才能维持全
1984： 19） 。
国的独立”（ 福泽谕吉，
显然，在集体意义上，这里的“国民 ”或“人民 ”相当于“日本人 ”，
是指在地缘上平等接受明治政府管辖和法律约束的人，可以对译于近
代西欧尤其是法国的 nation 概念，指由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公
民共同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 在个体意义上可以对译于 18 世纪后期
之后的 citizen / citoyen，西方公民概念的“对应词‘国民 ’在日本历史上
1996： 185）
首次进入大众日常词汇中 ”（ Ikegami，

①。 显然，
启蒙思想家

所追求的理想国家就是“国民国家 ”（ nation state） ，方式是人民与政府
1984： 20） ，目的是追
之间“内外相互呼应，保持力量平衡 ”（ 福泽谕吉，
求国家独立。因为国家独立是人民生存和社会文明的前提，“为了保
卫国家的独立，惟有使今日日本人进入文明。所以国家独立是目的，而
①

日本的辞书还有一种解释，把“公民”对应 citizen / burger / citoyen，而“国民”对应 nation 或
people，认为在明治时期与 citizen 的对应关系不明确 （ 参 见 石 塚 正英主 编，2003： 103 －
104、
107 － 108“公民”、“国民”词条） 。实际上，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语词并不存在一一对
应的关系，语义在具体语境中存在重叠和转化，而且，在明治时期，虽然“公民”一词在翻
译文本中有时对译“citizen”，但只是用以理解西方国家及城市的市民制度、社会与文化，
2009： 2） 。
较少用于理解近代日本自身的政治与社会（ 见佐佐木毅、金泰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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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的文明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 ”（ 福泽谕吉，1982： 58） 。 显然，后
来无论是自由民权运动 （ 1874 － 1884） 推崇的“人民主权 ”还是明治中
期之后“国民论派”鼓吹的“国民主义 ”，都在单向度地把“人民 ”或“政
府”推向极致，从而偏离启蒙思想家对国家构建方式的初衷 。
自由民权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代表是植木枝盛和中江兆民等人，他
们的“国民”突出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其目的指向是国家主义和民主
主义。植木枝盛的“国民 ”语义是以“民为国本 ”为支点，认为“所谓国
乃是人民 集 合 而 成 者 ”（ 植 木 枝 盛，1990： 1 卷： 17，转 引 自 王 家 骅，
1996） ，每个国民，作为“独立社会中之独立分子，即作为组织其国之
1990： 4 卷： 70，转引自
根本元素者，皆必掌握主权之一分 ”（ 植木枝盛，
王家骅，1996） 。显然，植木枝盛依然混用“国民 ”与“人民 ”，这也体现
在 1881 年草拟的《日本国国宪案》第 72 条： “政府恣意破坏国家宪法，
摧残人民之自由权利，违背建国之宗旨时，日本国民有权推翻现政
府，另建新政府 ”（ 植木枝盛，1990： 6 卷： 105 － 106 ，转引自王家骅，
1996） 。而且，他的“民 ”主要指“贫民”，“民权 ”便是他们应享有的权
利： “虽为贫民，而尽其国民义务，则当予以参政的权利 ”（ 植木枝盛，
1990： 4 卷： 147，转引自王家骅，1996） 。“国民 ”与“人民 ”的混用及其
政治权利语义在卢梭主义者中江兆民的人民主权思想中也得到彰显 ：
“人民是 本，政 府 是 末； 人 民 是 源，政 府 是 流 ”（ 转 引 自 松 本 三 之 介，
2005： 81） ，把国民参政、议政与监政视为实现人民权利的方式 。
平民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德富苏峰，他的作品《十九世纪日本
的青年及其教育》讨论“国民教育”，《将来之日本 》（ 1886） 强调人的生
存权利及国家保障； 他还受美国的《国民 》杂志启发，创办了《国民之
友》（ 1888） 和《国民新闻 》（ 1890） 。 他明确地把“国民 ”视为国家构成
成员。不过，若从《国民之友 》发刊辞来看，“国民 ”使用仅 4 次，而“人
1993： 465） ，可见，杂志名并未反映到用
民”竟达 25 次之多（ 京极兴一，
语上。换言之，这个时期的苏峰更重视的是“民”而不是“国 ”。 苏峰的
“国民”语义是追求个人的权利、安宁、自由、和平和幸福，把独立自主
的政治意识落实到底层的 社 会 生 活 中，其 目 的 是 普 遍 落 实“国 民 精
神”，批评自由民权运动的表面化、贵族化和欧化。 他在《平民的进步
主义和国民的精神》一文中指出： “在国民精神之眼中，有国民，而无贵
族，无士族，无平民 …… 国民的精神，说到底就是主张政府与国民一道
治理国家，国民的运动就是平民主义的表现 ”（ 转 引 自 松 本 三 之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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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107） 。显然，这种“国民”等同于“平民”。在国家主义之下，所有
人在法律和社会地位上一律平等，不存在能力、财产和身份的差别，都
以均质的“国民”身份接受明治政府的统治。 这为接下来“国民论派 ”
和“国权派”的兴盛提供了观念准备。
1888 年前后，志贺重昂、陆羯南、三宅雪岭等围绕条约修改问题，
成立政教社，创办《日本人 》（ 1888） 和《日本 》（ 1889） 等报刊，出版《近
时政论考》（ 1887） 、《真善美日本人 》（ 1891） 、《日本风景论 》（ 1894） 等
书籍。由此兴起的“国民论派”宣传国粹主义和反对欧化，强调国民主
义立场和国民精神。他们在陈述思想时，不再使用“人民 ”，而是把“国
民”当作核心语词，为其注入历史、文化和教育的元素，并进一步与“道
德”、“教育”、“教化”、“义务”等语词结合起来，赋予“国民性 ”（ nationality） 以最积极的语义。 从此，“国民 ”首次占据主流，由于与“臣民 ”、
“民族”相联系，其语义开始紧张而复杂，而“人民 ”则失去活力。① “国
民”的凸显不仅反映知识精英思想的转变，还与现实政治的变动相联
系，1889 年《帝国宪法》颁布和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都对其有重大影
响。这一时期，“国民”用语进一步大众化，影响到普通教育，成为 1891
年“小学的校训”和“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的基础”的标准用语。
陆羯南的《近时政论考》出现“国民”多达 161 处，他认为国民论派
的目的不是立宪政体，而是“以全体国民之力，图内部的富强进步，致
1972： 68） 。由此形成的“国民主义”（ national力于世界文明”（ 陆羯南，
ism） 包括国民精神、国民政治、国民统一、国民感情、国民特性等用语，
“把国民的特性，亦即历史所造成的国民的能力和势力加以保存和发
展作为主要宗旨”（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1992b： 19） 。 西村茂树的
《日本道德论》（ 1887） 基于“王政维新以来全无公共之教，国民道德标
准未定，直至今日”这一对现状的认识，论述国民道德的重要性、依据
和实践方法，使“国民”与“道德”、“品性”、“心”、“教化”、“义务”、“风
1993∶ 465） 。 但
尚”、“爱国心”等相复合并得到广泛运用（ 见京极兴一，
国粹主义的大本营《日本人》与《日本》更为“国民 ”注入“民族 ”成员身
份的全新语义。他们希望通过“民族”概念，强调日本国民是具有悠久
①

直到 20 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日本社会出现作为抵抗军国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人民
战线”理论和运动，“人民”才开始恢复其积极的政治语义，同时也出现了侧重于社会生
活领域的“民众”和经济领域的“市民”等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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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传统的文化共同体，而天皇制政权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政
1992） 。
治共同体，从此达到强化日本国民“忠君爱国”的目的 （ 安田浩，
陆羯南在《日本》中说： “各种民族和各种国家都有自己特有的历史 、特
有的 性 格、特 有 的 利 害、特 有 的 风 俗、特 有 的 领 土 ”（ 转 引 自 王 柯，
2003） 。这里的“民族”就是作为文化、血统共同体的“族群 ”通过作为
政治共同体的“国民”来表现。显然，一旦二者等同起来就意味着，“国
民”同时具有政治上的 people（ 集体意义上） 、citizen（ 个体意义上 ） 与文
化上的 nation 三重含义，但随着后一含义的增强，形成一种“国民主
义”意识形态，其政治上的含义必遭削弱。 而且，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其转换过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 。
“民族”成为一个独立、超越并统领其他相关语词的伦理概念，它
宣扬天皇有着至高无上和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威 ，要求国民的绝对服从；
“民族”可以不与主权国家支配的领土范围相吻合，而是以血缘为基
础、不受国家体制支配、有着独特历史文化规定性的自我中心意识 。虽
然刚开始“民族”的符号象征与地域并不明确，但“维新政府却硬要把
统治客体加以概念化，亦即作为‘国民 ’这种形式来对待 ”，并“用自上
而下动员神话传说来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方式来推进 ”（ 尹健次，
1994b： 19） 。所以，这种民族身份的自我认知与想象围绕天皇制而展
开，并且把天皇、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糅合到“日本人”、“日本国民 ”
和“天皇臣民”的表述中，虚构出自大、排外和侵略亚洲的民族自我中
心主义。这种语义随着 1895 － 1896 年甲午战争和 1904 年日俄战争的
成功而得以确立和彰显。所以，“国民主义 ”的目的已经远不是明治前
期那种纯粹宣扬政治参与权利的政治—国家成员身份，而是彰显绝对
服从天皇的臣民身份和自然归属的文化 —民族成员身份。
不仅如此，随着明治政权越来越走向军国主义，“国民 ”还进一步
容纳了“臣民”，表现在： 1、明治十三年 （ 1881） 的敕语用“人民 ”或“国
民”，并没有用“臣民”，但第二年之后的诏书和宪法开始使用“臣民 ”，
1897 年日本引入德国的立宪君主制，
而且根本不提另外两个语词。2、
但近代日本法律没有规定国民与天皇的关系 ，臣民只是君主国的国民，
2003： 108） 。3、“臣民 ”虽
拥有主权的天皇确保国民的地位 （ 齊藤俊明，
然很少出现在知识精英的论著中 ，但多见于道德修养教科书中，比如文
部省编制的《普通小学修身书 》（ 1911） 中出现 18 次。“国民 ”对“臣
民”的容纳还可以从近代日本的两条国家主义路径来解释 ： 一条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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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旨在强化政府法律、经济、军事职能为核心而形成的国家，要
求国民忠君爱国”，即官方“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 ”； 另一条是民间“主
张以国民为中心，形成以国民自发而成的国家为基础 ”，即民间“自下
2005： 13） 。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
而上的国家主义 ”（ 松本三之介，
个人依附国家的“臣民”，还是个人能动构成国家的“国民 ”，本质上都
强调在国家利益和价值面前无条件地自我牺牲，强调国家独立与政治
价值的至上性。
甲午战争也给日本“国民”语义带来一些新变化。 其一是帝国“国
民”。浮田和民与德富苏峰转变为国家扩张主义者 ，后者在《大日本膨
胀论》（ 1894） 中使用“人民 ”9 次，而“国民 ”多达 169 次，大谈“日本国
民的扩张性”，认为甲午战争之后是日本国民的“帝国的自觉时期 ”（ 见
1993： 465） 。 其二是反战的“国民权利 ”。 陆羯南转而批判
京极兴一，
国家主义的泛滥，认为对国家权力的肯定和高扬忽视了国民的权利 ，
“国家乃是抛弃了人民的国家”（ 转引自松本三之介，
2005： 140） 。 其三
是反战的“社会国民 ”。 在平民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者以
《平民新闻》为中心，认为战争给普通的 “社会国民 ”带来灾难，只有代
1992b： 69 － 72） 。
之以社会主义才能避免（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简言之，近代日本的“国民 ”语义变迁过程如下： 1、明治初期，“国
民”与“人民”都用来指代国家的构成成员，但“人民 ”常常被误解为日
常生活中的“人们”称谓，不便于表达和传播现代国家构建这个崭新时
代独特的新现象、新体制。2、“人民 ”在明治初期能得到广泛使用，与
大众自下而上的“倒幕运动 ”相关，适合平民主义、自由解放的普遍要
求，但新国家的初步形成更要求大众的称谓也体现出国家主义意识
（ 西角纯志： “人民 ”，见石塚正英主编，2003： 169 ） 。3、“国民 ”与“人
民”的训读发音相同，这为“国民”一词同时受到主权者、启蒙者与大众
的欢迎并迅速占优势地位提供了契机。4、在“民 ”前冠以“国 ”，表明
“民”服从“国”的安排，是“国家的人 ”，但并不影响继续落实民权主张
的“自由民权运动”。5、明治中后期，“国民 ”成为主流，意味着“国 ”进
“民”退，进而完全内化文化之民族身份和天皇之臣民身份 。 这种超过
“国”与“民”本身承载的语义为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高扬和公民权利
的退让提供了语言学的准备，虽然所有语义仍不同程度地得到提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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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清中国的“国民”语义变迁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和 1898 年戊戌变法的双重失败，使中国传
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心理陷入前所未有的结构性危机，加剧了中国人
的民族危机感。朝野同时认识到向西方学习的紧迫性，但发现更直接
有效的是学习“同文同种”并已“脱亚入欧”的明治日本，从而迈上一条
以日本为中介的“师法西方 ”的道路。1899 年 10 月，逃亡日本的梁启
超撰文指出： “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
1999： 311） 。 但是，
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 ”（ 哀时客，
“国民”用语最早见于《左传 》，并且大量出现在历代典籍，甚至出现在
2002： 692） 。 梁启超之所
梁启超本人此前不久的论述中 （ 参见沈松侨，
以如此感慨，是因为“国民 ”在日本已成为知识精英著述、大众报刊和
教科书的日常用语。膜拜日本国民的强烈国家意识，痛恨清政府的无
能，渴望“救亡图存”，使晚清最后 10 余年的一代知识精英对“国民 ”一
词充满无限想象与寄托，但不得不取舍或赋予新的语义以适应自身语
境的变化。以梁启超为首的积极推动者，以日本为论战的主场，使“国
民”成为立宪派与革命派及其之间争论的最关键用语之一 。①
“国民”是古汉语复合词，被日本知识界赋予现代语义后，重新被
2008： 395 注释、
引入现代汉语，属于“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 ”（ 刘禾，
399） 。然而，回归中国语境后的“国民”再次获得新语义。由此形成的
“国民主义”、“国民性批判”、“反专制 ”和“民族主义 ”等思潮，对清末
民初的青年学生、社会大众和政府，对此后国家构建道路都产生重要影
响。1903 年，章士钊在《苏报 》上说： “近世有叫号于志士，磅礴于国中
之一绝大名词，曰： 国民 ”（ 章士钊，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八日 ） 。 至 1911
年为止，海内外以“国民 ”命名的期刊至少有 15 种之多 （ 史和等编，
1991： 216 － 219） ，以“国民”命名的团体多达 9 个 （ 张玉法，
1975： 657 －
1905 年前后开
691） 。据统计，“国民”的使用次数在 1903 年达到顶峰，
始出现在官方文书中 （ 金观涛、刘青峰，2008： 495） 。“国民 ”最终出现
1912 年民国
在 1911 年清政府颁布的《重大十九信条 》。 辛亥革命后，
①

其实，他们使用的“国民”语义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不断变动，彼此之间
的借鉴与差异微妙复杂，在此不便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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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政府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宣布“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
体”。这标志着“国民”语义开始进入现代国家构建的制度化试验 。 我
们把写入宪章文本之前的“国民”语义变迁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899 至 1903 年的“国民 ”激进化与“新民 ”。 梁启超
1898 年逃亡日本后，一方面继续组织保皇会，联合孙中山、章太炎等革
命党人筹划自立军，另一方面开始筹办《清议报 》，以“主持清议，开放
民智”。1899 年他首次对“国民”做出正式的定义： “国民者，以国为人
民公产之称也 …… 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 ”
（ 哀时客，
1999： 311） 。在这里，“国民”表达出国家主义、反满的种族主
义和推翻朝廷国家的“破坏主义 ”等多重语义。 而作为“国民 ”自我主
动联合和建构的结果，“新国家 ”是据于对国民力量、意识和能力的新
构想。梁启超这种激进的“国民”语义与革命派的主张一致，不仅成为
革命运动的口号，而且在思想舆论界掀起一股弘扬国民思想的热潮 ，使
“今日之中国”成为“国民主义之时代也”（ 《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
1977 /1903： 462） 。然而，由于体制内改革和体制外革命的双
之责任》，
重失败，义和团运动和庚子赔款带来的“亡国灭种 ”危机意识，以及日
本“国民”大众化和帝国主义趋势的触动，爱国心切的清末知识精英一
方面批判中国民众在政治生活中消极被动的“奴隶”即臣民角色，掀起
了一股“国民性批判 ”热潮； 另一方面大力提倡理想国民的特质，而此
时梁启超化“奴隶”为“国民”的“新民”有着明确的语义。
梁启超说，“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
民”（ 《新民丛报》创刊号） 。“民 ”之所以“新 ”包括两层含义： “淬历其
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 梁启超，1999a： 657） 。 显然，
“新民”既挖掘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强调个体对群体和国家的道德
义务，排斥功利主义，又补充西方观念中的自由、平等和权利等个体价
值，同时还渗入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想 ，旨在发展出一套中
西兼容的新价值观。这种塑造国民性和建构国民意识的价值体系包括
权利、义务、责任、自由、平等、独立、自信、自治、尚武、进取、合群和爱国
1999： 18 － 43） ，旨在把“一国之民 ”提升到西方完整意义上
等（ 梁景和，
1997： 17 － 18） 。① “新民 ”与对“奴才”、“奴
的“公民”（ Fogel ＆ Zarrow，
1995： 88） ，但这并不能准确
① “新民”在张灏看来就是“新的公民”（ new citizen） （ 参见张灏，
诠释梁启超试图通融中西古今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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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和“臣民”的国民性批判相一致。《说国民 》第一次把“国民 ”与“奴
隶”对立起来： “同是一民也而有国民、奴隶之分”（ 《说国民 》，1977 /
1901： 72） 。同样，“臣民”也成为一个缺乏权利义务观念和自由平等精
神的贬义词，自 1908 年的《钦定宪法大纲 》之后就没再延用。 晚清知
识精英通过对“奴隶 ”形象的刻画，对中国民族集体人格的反思与自
省，反衬出“国民性改造”的合理和“新民”的必要。
第二阶段是从 1903 到 1907 年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的语义分
野。梁启超的“国民主义”与日本思想家同时期的用法恰恰相反，但对
当时中国留日的知识精英和学生影响巨大 ，他们创办报纸、组织社团，
向大众启蒙和传播国民革命意识 。中国的危机愈发凸显晚清政府的懦
弱无能，西方民主共和观念迅速获得正当性支持 ，受到孙中山、章太炎、
汪精卫等革命行动者的热烈响应并转化为行动，并且通过革命报刊如
《民报》、《苏报》批判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政
体，要求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革命派笔下的“国民”语义不仅在政治
上蕴含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意，还在文化上呼应明末清初顾炎武 、王夫之
等人的反满立场： “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 大总统由国民公举
……中华 民 国 国 民 军 驱 逐 满 清，光 复 中 国”（ 《中 国 同 盟 会 革 命 方
略》①，1981： 296 － 303） 。然而，梁启超本人的思想在 1903 年 2 － 11 月
旅美期间发生了变化，转而抨击曾鼓吹过的自由主义学说 ，尤其是卢梭
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最需要有机统一和有效秩序 ，
自由平等是次要的，由此转向德国伯伦知理的政治学说，把“国民 ”视
1997） 。
为奠定国家基础的政治、精神和道德团体（ 巴斯蒂，
梁启超进一步拉近“国民 ”与“国家 ”（ state） 的关系，并界定“民
族”（ nation） 。在他看来，“国民 ”有两重含义，既是一种人格，“据有有
机之国家以为其体，而能发表其意想，制定其权利者也 ”； 也是一个法
人团体，“生存于国家中之一法律体也 ”。 因此，“有国民即有国家，无
国家亦无国民。二者实同物而异名耳”。“民族 ”是历史上缓慢形成的
共同语言、风俗和精神特质结合体，但其成员在没有联合起来创制一个
1999b：
国家时，则“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故不能谓之国民 ”（ 梁启超，
1068） 。显然，“民族”也不等于“国家 ”，但民族之“部民 ”可以自觉转
①

此方略最初是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所制订，收入《孙中山全集》中的文本是孙中山与胡
汉民、汪精卫进一步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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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国民”，组成一个国家。梁启超主张全面学习德国和日本的国家
主义，推行君主立宪制，他公开支持“开明君主制 ”，反对“排满 ”。 显
然，已成气候并且诉诸行动的革命派无法接受梁启超的思想“倒退 ”。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晚清知识界展开了一场立宪与革命的“国
民”论战。论战的焦点有三： 都主张国家主义，但一是主张改良既有的
君主政体，一是主张代之以新的共和体制； 都认识到国民意识不够高，
但认识程度不同，立宪派认为国民缺乏自治习惯，没有当“共和国民之
资格”，而革命派认为，国民能革命，就能实行共和； 都认识到需要培养
国民意识，但在方式和目标上有分歧，立宪派强调“教育之本旨在养成
国民”，并与君主立宪制相适应，而革命派主张在革命实践与共和制度
中养成国民能力，养成“民为独立自主之民”。
第三阶段是 1907 到 1911 年的语义趋同与合流。1903 年梁启超
转向立宪改良后，更关注儒家传统中的“私德 ”，认为没有公共义务意
1995： 164） 。 同时，康梁为代表
识便不是国民，就没有近代国家 （ 张灏，
的立宪派在实践中卷入各种政治活动 ，极力接近和游说清政府，积极推
进立宪运动。但 1905 年同盟会的成立及其“三民主义 ”理念，使革命
1908 年慈禧之后的清廷
派声音明显增强； 而 1907 年《新民丛报》停刊，
无立宪诚意等等因素均使立宪派失利 ，其“国民”语义逐渐转向同情和
支持革命派。至少表现在： 1、梁启超承认政党政治的正当性，“政治团
1999c： 2265） ； 2、
1911 年 3
体诚增进国民程度惟一之导师哉 ”（ 梁启超，
月，梁启超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 》一文中明确发出以革命手
段推翻清朝“恶政府”的呼吁。① 另一方面，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在“国
民”是否包括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上也曾有争议。 立宪派认为，中国
是多民族国家，各族“皆为中国国民 ”； 而激进的孙中山、胡汉民、汪精
卫等革命派却始终把“国民”局限于“汉民”。但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孙
中山悄然收起“种族主义 ”大旗，吸收立宪派的多民族融合主张，权宜
性地提倡“五族共和 ”。 这种趋同为此后多民族国家的体制构建与政
党救国理念提供了话语基础。
1900 年后使用次数增多，
晚清时期的“公民”也是古汉语复合词，
2008： 493 － 494） 。 这与“国民 ”
在 1902 年达到顶峰 （ 金观涛、刘青峰，
①

2007a： 第四、五章，
2007b： 第
关于立宪派的言论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可参见张朋园，
五、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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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变化趋势大体一致。而且，其语义变化颇为独特，仅以康有为的著
述为例，一是传统意义上的“为公之民”，无论男女，“为公之世，凡属人
身，皆为公民 ”（ 康有为，2009： 170） ，“公 ”与“私 ”截然对立，这与“国
民”的现代语义相矛盾，但对后来产生深远影响，①如 1907 年《天义报 》
上的文章喊出，在摧毁家庭之后的“人类社会之中，乃皆公民而无私
1977： 第二卷下册： 916 － 917） 。 二是相当于国家成员的“国
民”（ 汉一，
民”。1897 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 》中有名为《日本公民必读 》的书
1899 年出现“议员须有公民举 ”。 三是行自治与民主之民。“人人
籍，
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 ”（ 康有为，1977： 173 ） 。
梁启超仅使用后一种语义，与其“国民 ”相辅相成： “凡生息于一国中
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
1999d： 676） 。
所争自由也”（ 梁启超，
简言之，晚清的“国民”主要以日本明治中期以前的启蒙思想为中
介，糅合西欧的自由主义与人民主权、德国的国家主义，还充分兼容儒
家传统的教育与经世致用思想。 所以，其语义变迁的复杂程度不亚于
日本： 1、梁启超虽然是在日本彻底走向绝对主义体制的明治后期引入
“国民”，但却有选择地吸收日本明治初期福泽谕吉、中村正直等启蒙
思想家那种以国家主义为重但又重视自由权利的国民观念，尤其一开
始就看中自由民权运动的“积极国民 ”形象，并为革命派响应为与传统
彻底决裂的“国民 ”。 这种语义的一致选择与张扬显然是想为病入膏
肓的晚清政局下一剂猛药。2、随后，立宪派侧重于“国民 ”的教育、道
德与君主立宪含义，而革命派却继续推行“积极国民 ”，从而形成知识
精英内部的对立与论战。3、值得重视的是，两派争论中的“国民 ”语义
都侧重于国家制度的安排，即立宪还是共和，而“民族 ”主要倾向于文
化语义，主要关涉融合的大民族主义还是排他的汉族主义。 两个语词
关联密切，在语义上虽然不是泾渭分明但也非明显地混淆和重叠。4、
随着晚清局势和革命形势的变化 ，两派争论中的“国民”与“民族 ”在客
观上达成妥协，立宪派在大民族文化意义上的“中华”与革命派在积极
国民意义上的“共和”相结合，即成为“中华民国”。

①

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所传承，并且与无产阶级政权的共
产主义追求部分一致，因此，“公民”首次写入 1934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
及新中国之后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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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中日的“国民”语义比较
“国民”在日本明治前期的语义是归属国家政权并具有一定政治
权利的成员意识，在中期之后不仅吞并“人民”、“公民 ”等用语的语义，
而且包容“臣民”，成为融合西方 citizen、nation、people、subject 等概念并
使之本土化的主导性用语，由此衍生出一套新的语义图式，作用于日本
明治政权的构建路径。晚清中国知识精英在全面学习明治日本时，以
“国民”传递现代西方 people、citizen 与 nation 的部分语义，保留了日本
作为后发国家和东方国家的特有语义，同时还与中国多民族融合的传
统文化观念相结合，成就了自身的国家构建。 因此，有必要比较 19 世
纪晚期到 20 世纪早期中日“国民”语义的异同。
18 世
现代西方的 citizen 源于中世纪城市和近代社会的市民观念 ，
纪后期才上升到国家层面来塑造 ，但国家必须以公民集体即“人民 ”的
意志为基础。从价值观念来说，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概念，无论是英语
citizen、法语 citoyen、还 是 德 语 bürger，都 不 存 在 与“私 ”无 关 的 纯 粹
“公”，关联到的自治、义务、奉献虽然是通过公共性的存在来判断，但
以个人主义的私人利益关系为基础，因此，没有私的存在，就不存在公
共关系，就没有公民。随着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完成，法律上落实的西
方公民概念获得了三重语义的确认 ： 作为不可替代的个人，可以期望其
他所有人自由平等地尊重； 作为一个族裔或文化群体的成员 ，能够在某
一民族中找到归属和认同； 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在法律上能够得
2003： 660） 。19 世
到对其完整人格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尊重 （ 哈贝马斯，
，
，
纪后期 西学东渐 这些语义已部分嵌入汉字文化圈中的“国民 ”，包括
个体自我层面的自由平等观念、权利义务和公共参与意识。 但作为个
体的自我意识却常常被文化族群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意识所压制 。
nation 在欧洲文化中的含义也颇为复杂，一般分为两大类。 在西
欧尤其是近代法国，主权国家和绝对主义统治的兴起催生政治国家意
义上的“民族”。这时的“民族”与“国家 ”相互依赖，边界上相吻合，双
重构建同步进行，或者说“民族 ”是为了满足国家主权的巩固而构建，
发展出“政治的民族主义 ”，而作为其成员的“国民 ”既归属于某个国
家—民族（ state － nation） 或民族—国家 （ nation － state） ，也平等承担权
利与义务。但只有思想上主张公民共和主义的卢梭，以及在落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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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民族 ”才等于“人民 ”（ people） ，个体
意义上的“国民”才相当于突出个体自主性的公民 （ citizen / citoyen） 。①
在中东欧，尤其是德国，“民族 ”（ nation / volk） 被视为具有共同历史起
源、语言、宗教的文化有机体，“民族 ”的意识与特性是随着 19 世纪之
后西欧国家施加的压力而产生和增强的，即“文化的民族主义 ”，把作
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视为保护文化共同体和民族精神的工具或外壳 ，
而“国民”的身份主要由其血缘和文化归属的“民族 ”来决定。 同时，这
种文化“民族”与“市民”（ bürger） 或“公民 ”（ staatbürger） 都没有必然关
联。因此，在欧洲近现代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 nation state 的“理
想类型”，如果一定要在汉字文化圈中加以区分，可以理解为“国民国
家”与“民族国家”。但在现实中的国家构建远为复杂 ，因为“现代民族
既是‘法 律—政 治 ’共 同 体，也 是 历 史 文 化 共 同 体 ”（ 史 密 斯，2002：
63）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 19 世纪后期的东亚地区。
惟有因西方列强侵略和掠夺而面临生存危机时，东亚地区才有意
识地向现代转型，中日两国表现出国家统一、独立与富强的国家主义意
识，因此其“国民”有着相似语义。主要表现有二。首先是寻求国家认
同的权利义务观念。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其延展的日本文化中，政
治性的公民与经济性的市民是分开的，并不存在相当于公民的市民这
种现象（ 坚田剛： “公民 ”，见石塚正英主编： 2003： 104） ，甚至整个东方
文化都并不存在西方那种独立个体意义上的公民观念。 只有在 19 世
纪后期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之后 ，文化与政治精英，尤其是自由民权运
动的立宪派才引入了一种权利义务关系，旨在满足国家独立与建设过
程中的集体认同需要。因此，近代日本与晚清中国语境下的“国民 ”及
其相关的权利、平等、自由、身份观念与制度一开始就与国家主义契合
在一起。两国启蒙思想家如中村正直、严复在译介如英国穆勒的《自
由论》和斯迈尔斯的《自助论 》时，也有意把西方社会中以个体形式存
在的公民概念转换为以群体存在的国民，将个体的权利义务诉诸国家
层面上来认识和解决，从而与卢梭笔下那种积极参与和政治自由的公
民观念相调和（ 狭间直树编，2001： 120 － 155） 。 其次是内蕴社会进化
论、强权竞争与国家有机体论。 德国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强调国
①

有关法国 nation 和 citoyen 的近代变迁及其间的关联过程，可参考 Van Kley，1996： 200 －
214； Gordon，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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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与国家的统一，要求国权高于民权，有着极强的国家至上倾向。经日
本启蒙思想家译介之后，对其近代国家的形成和国民意识的提升产生
了深刻影响，成为明治政府运作和宪法制定的指导原则。 随着甲午战
争和三国干预还辽事件，日本国内要求与西方列强竞争的欲望 ，以及由
国家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呼声渐涨 。浮田和民的国民教育思想强调优
胜劣汰的伦理帝国主义，要求国民成为具有人格、享有人权的世界公民
（ 郑匡民，
2009： 199） ，显然，这时期的“国民”已经突破保障基本权利的
，
国家范畴 脱离了西欧文化意义上的公民含义 ，越来越注入文化民族的
语义，缺乏自我主体性，民众对“民族 ”的高度认同使国家法律只是用
以满足一种虚幻意识，而不是自由平等权利的真实需求。 在这个意义
上，近代日本是一个“国民不在”、“没有国民”的时代。
如果国家有机体论为明治日本的“国民主义 ”意识提供了论证，那
么对于晚清中国则是增强了国家主义的诉求。 梁启超在 20 世纪初的
许多文章中介绍浮田和民的国民观，同时“加藤弘之之介绍社会达尔
文主义，认为国与国的竞争是国民的竞争 ，此想法增强了梁启超来自严
2006： 51） 。这种理论能够满足梁启超追求的两个
复的观念”（ 黄克武，
政治目标： 对内要求自由和民权，反对专制主义政体，对外则主张建立
富强、进步的国家，以与帝国主义列强竞争，因此成为他在 1903 年之后
的主要思想源泉。这种“国家”具有神圣化和人格化的特征，有着主宰
一切的、独立于社会和个人的利益、意志与人格，所以“国民 ”结果上仍
是“国家的子民”。换言之，作为抽象整体的“国民”虽是掌握统治权威
的主体，但依然难以摆脱缺乏政治主体性或工具化的“国之民 ”（ 沈松
2002： 725） 。所以，明治日本的国权与民权、晚清中国的立宪和革
侨，
命都是同时开展，从一开始就着眼于近代主权国家的确立与扩张 ，旨在
凝聚集体的“国民”或“民族”，以达到“巩固国权 ”的目的，而“民 ”被当
成达到“国”之理性目的的手段。 在此意义上，国与民、立宪与立国在
国权至上的追求上高度一致。
然而，在 1868 － 1911 年这个时期，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压力、
历史包袱、体制安排不同，知识精英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和制度目标也不
一样，“国民”用语一旦脱离原来语境就产生语义差异 。
明治初期日本的“国民”与“人民”、“民人 ”等用语相竞争，明治中
期之后才逐渐居于支配地位，但在宪法、天皇诏书和小学教材中可以与
“臣民”相调和。这与近代“虚构出来 ”的天皇及其制度化构建逐渐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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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关，不仅“大部分民权派与天皇崇拜相结合 ”，使民权服从国权，而
且通过学校教育与各种社团组织，把“天皇崇拜和国体观念逐渐渗透
2010： 9、
198、
201） 。 这表明，一个新兴政权
到国民意识中”（ 安丸良夫，
的最重要任务是获得并维持大众的忠诚，而这个政权所重建的社会秩
序及其价值规范却来自西方模式的移植，由此所造成的不兼容性可能
使新政权产生全局性的过敏反应 。明治天皇是为了对抗内外危机而制
造出来的，这使西方的立宪观念与日本传统的天皇观念在近代威权君
主制中得以调和。这虽然常常被类比于 19 世纪前期崛起的德国模式
（ 曼，
2007： 199） ，但仍很不同。 明治后期日本的“国民 ”语义同时集束
了政治与文化含义，不允许保留地方上原有的政治认同 ，把公共责任和
忠诚、象征符号、政治共识全部归属于天皇体制认同和帝国宪法解释
（ Ikegami，
1996： 219） 。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精英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日本
的，他迅速引入的“国民”是应“救国主义 ”的迫切要求，而不仅仅是明
2001： 154） 。 所以，“国民 ”引入中
治日本的“国家主义 ”（ 狭间直树编，
国语境后的迅速被接受与国人对清政府的失望和抛弃高度相关，一开
始就被视为“有国无君 ”之民。 知识界把“国民 ”视为中国人开创新时
代的惟一身份称谓，“臣民 ”则成为“国民 ”的对立面而被抛弃，从而动
摇与传统伦理秩序相一致的话语秩序 。 同样，流亡的知识精英移植
“国民”的语境是亲眼目睹晚清政府的懦弱无能 、西方国家的弱肉强食
以及明治日本的帝国主义倾向，其语义基本上与传统政治秩序相对立 ，
试图在文化上塑造出理想的国民 ，尽快构建出理想的政治共同体，用想
獉
象的新国家与国民取代事实的旧帝制与臣民，用想象的“公民 ”来实现
獉
獉獉
新国家形态的选举与自治。 简言之，晚清“国民 ”眼中的“国 ”与“民 ”
都是构想出来的，这完全异于日本通过虚构的天皇来建构真实的国家。
獉獉
獉獉
因此，明治日本一开始是展开两个相互合作的逻辑线路 ： 现实的政
治精英是自上而下构建以天皇制为中心的主权国家，理想的知识精英
是自下而上打造“国民共同体 ”的现代国家。 但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
是后一逻辑的极化，结果是理想输给现实，而绝对主义政体的建立与
“国民主义”的兴起意味着政治与文化两股力量的成功“合谋 ”。 晚清
中国恰恰是一个颠倒的逻辑： 知识精英首先撇开清政府的正统性与
“臣民”的合法性，努力从文化上塑造出一种限制或者推翻君权的理想
“国民”，通过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来构建理想的现代国家 ，其成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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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想而知。虽然梁启超在 1903 年之后出现倒转，与康有为、杨度等
人一起重塑皇权和倡导立宪，宣传启蒙教育、文化改造和地方自治，但
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激烈竞争 、瓜分和掠夺，容不得这种渐进式的改
良，革命派的国民共和主张与革命实践更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
两国“国民”内蕴的双重身份关系方面存在更大的差异。 日本地
处儒家文化的边缘，早在 17 世纪的江户时代就开始“儒教的形式化 ”，
把儒学局限于政治理念和道德领域，转而接受探寻真理和理性的西方
文化。到幕府统治末期，“和魂洋才 ”已经取代“和魂汉才 ”，把日本固
有的精神与西洋学问相结合。明治政府一直与西方列强交涉修订不平
等条约的问题，逐渐接受国际法和现代西方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观
念，引入西方模式的立法原则，传播有关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 Ikegami，
1996： 197） ，因此“国民 ”更容易成为制度和法律的语言，得
到政府、知识界和大众的一致认同与支持 。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是如此。
日本的“国民宗教”缘起于争取独立主权国家、凝集社会团结和政治忠
诚以及对外战争，是一种“以国民能够为国家进行战争为目的 ”并确保
国家永存的理念 （ 子安宣邦，2007： 18） 。 这种仅限于日本国民信仰的
宗教因国家法律的政治性划界而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但又通过虔诚的
祭祀典礼统合国民力量和情感，与天皇的神圣性和“国民主义 ”的扩张
性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虚幻的文化认同和“国民国家 ”。 结果，近代
日本的现代国家构建显示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强调独立主权和法
治国家原则； 另一方面，新兴的世俗国家权力并不遵循政教分离原则 ，
本身成为一种新宗教，转而成为泛民族扩张和对外战争的暴力工具 ，导
致“国民”的民族成员身份优先于国家成员身份 。
当然，明治日本“国民 ”双重身份之间的错位是逐渐形成的，与其
所谓的“国民主义”（ nationalism） 相关联。日本明治时代的国民身份认
同经历了集中与扩张两个阶段。前期的防卫型“国民主义 ”①是源于西
方列强的侵略，通过海防论、尊皇攘夷论和富国强兵论，逐渐集中到以
①

2000： 279 － 300。作者很清楚欧洲文化中的 nationalism 有两种差异，但依
参见丸山真男，
然解释为“国民主义”（ 参见第三章注释 1，第 300 页） ，而中译本为了符合现代汉语的理
解习惯而全部译成“民族主义”（ 参见译者后记，第 322 － 323 页） ，这显然掩盖了作者“超
2000： 9） 。丸山真男对日本早期“国民主义”的研究至少遭到两
学问的动机”（ 参见孙歌，
方面的批评： 1、过于用西欧的国家构建模式来解释日本“国民主义”的内在形成，这种
“日本中心观”陷入用普遍主义来构建特殊主义的悖论。2、过于强调明治维新之前国民
意识的自主性，从而虚构出一个“想象的国民共同体”（ 参见孙歌 2000： 8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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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制为中心的绝对主义国家体制 ，完成独立与统一的现代国家构建 ，
这个时期的“国民 ”（ nation） 与“国家 ”（ state） 同体同构，可谓“国民国
家”，为国民构建两种相吻合的政治身份。 但思想界在后期的转变，尤
其是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成功使日本的野心迅速膨胀，“国民主义 ”
开始蜕变为泛民族主义①，并走向对外扩张。 这种扩张型“国民主义 ”
与其自我虚构的亚洲观念和天皇神话关联在一起，并伴随其亚洲侵略
的深化过程。近代日本“脱亚入欧 ”是以 19 世纪西方国家那种进步 /
落后、文明 / 野蛮的二分法为参考框架的，把欧美列强的掠夺归因于亚
洲自身的现代化程度不够。 因此，“国民论派 ”与国粹主义以“国民主
义”之名行泛民族扩张主义之实，鼓吹“大亚洲主义 ”。 在他们看来，作
为亚洲率先进入现代文明的国家 ，日本有责任和能力改变亚洲的落后 ，
不仅把西方的先进和文明输送到亚洲其他地区，而且把自身的民族观
念扩展到亚洲的“受害者 ”。 这种泛民族身份的虚构 与天皇制的虚构
獉獉
獉獉
相辅相成，共同捏造出东洋的“集体认同 ”神话和“国民共同体 ”的想
象，为近代日本领导亚洲与西方抗衡提供了虚假 的正当性，使日本迈出
獉獉
侵略亚洲的第一步。“在近代日本，日本人被给予的民族认同感，是一
种被赋予‘日本民族 = 指导民族 ’这种虚构性的‘帝国臣民 ’式的认同
1994a： 7） 。泛民族主义使民族主权失去其独立和自由的
感”（ 尹健次，
内涵，也使本来追求自由、平等的现代个体公民退为民族成员，使整齐
划一的“国民”等同于已超越国家制度的“民族 ”。 至此，日本“国民 ”
的国家身份与泛民族身份不吻合 ，最终为后者所遮蔽和抛弃。
不同的是，作为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中国长期形成的中心意识使其
难以吸收外来的新文化和观念。即使在鸦片战争中惨遭西洋军事和文
化的重创，《万国公法 》等西方通用文献中的 citizen 依然被译成“籍
2009： 324） 才能让知识和官僚阶层接受。
民”、“草民”或“臣民”（ 刘禾，
显然，在“救亡图存”的晚清中国“国民”语义更混乱，传统与反传统、西
①

之所以把日本明治中期之后兴起的“国民主义”称为泛民族主义，是因为它完全符合阿
伦特对欧洲同时期大陆帝国主义与泛日耳曼主义特征的描述： 其一，吸收种族主义观念，
藐视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并自认为天生是其他族群的统治者； 其二，虚构一种历史的集
体记忆，“神圣的天皇”或“神圣罗马帝国”，许多知识精英虚构其合理性，使民族超越于
国家法律的约束，消除或遮蔽民族成员个人之间的任何差别，以此获得文化与历史的整
体意识； 其三，宣称自己民族的独特性和不可挑战性，以应对假想或真正的敌人，从而使
国家制度、法律和军队不是捍卫民族主权、尊严和自由，而是民族主义扩张的工具； 其四，
2008： 303 － 336） 。
从本土的权力中心开始，在地缘上连续对外扩张（ 参见阿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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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与反西方、汉族与中华民族等相冲突的话语扭结在一起 。一方面，梁
启超的“新民”包含儒家经世的核心，即道德修养和对人的革新，虽然
其强调的 集 体 主 义 和 进 取 精 神 有 点 像 古 希 腊 的 公 民 （ 张 灏，1995：
124） ，但更受到先秦古典传统、王阳明的新儒家传统以及同时代严复
的影响，体现 古 今 东 西 的 交 织、冲 突、张 力 与 调 适 （ 黄 克 武，2006： 导
论） 。另一方面，正如沟口雄三所见，在晚清的“国民 ”论述中，“国 ”混
合了作为文明空间的“天下 ”、作为人民生存空间的“国家 ”、作为体制
的“王朝”等几种认识； “民 ”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概念，有时指中华文
明的汉民族，有时又作为“天下 ”之民，或“国家 ”之民的满、汉、蒙、藏、
维吾尔五族，既是中华民族又是天下自然存在的生民，还是中国的国
1996： 46、
民，“与欧洲及日本的同一概念有相当大的不同 ”（ 沟口雄三，
85，
1999： 53） 。显然，这与“民族 ”的语义生成以及民族主义的自觉化
2002） ，
勾连在一起。“民族”语义的复杂程度不亚于“国民 ”（ 方维规，
而且使“国民 ”与“大民族”“小民族 ”的身份认同相联。 立宪派主张
“中华民族”的大民族认同意识，强调民族的历史融合与共生，其目的
是联合抵制因西方列强殖民地瓜分带来的民族分裂危机 。 创造“中华
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早在 1902 年就指出： “中华建国，实始夏后 …… 而
1999e： 563） ； 杨度则主张实行“满汉平
用其名以代表国民也”（ 梁启超，
1986： 369） 。 如果说晚清立宪运
等”的“国民统一之策 ”（ 刘晴波主编，
动使“大民族”的“国民”得到传播，那么，辛亥革命的成功则促使革命
派从“排满”转换为大民族的“同化”和融合，基本确立了一种较为完整
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和意识，为“国民”构建出一种符合历史和未来
发展的民族身份，①这恰恰与“国民”的国家身份意识相吻合。
“国民”自觉形成的“中华民族 ”身份认同，虽然也受到 19 世纪西
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已经大大不同于日本与德国的那种泛民族
身份。其一，“中华民族 ”观念不是虚构的集体记忆，而是历史文化的
真实延续和历史长期融合的结果； 其二，它发挥着整合现实力量的作
用，其目的不是对外扩张，而是自我凝集，旨在共同抵制外来侵略，并防
止内部纷争与分裂； 其三，强调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无论强弱大小一律
平等； 其四，随着晚清政府的没落和反专制力量的增强 ，西方和日本等
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加剧，中华民族的观念并没有任何带神秘主义
①

2002。
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对革命派转变民族观念之影响，可参见黄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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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权力中心来主导，而是知识精英自觉形成的大民族意识 ，新兴国
家政权只是这种观念的制度化落实 。
最后是“国民”语义建构的主体方面。 任何语词的语义都是言说
者在特定语境表达观点而建构的结果，而不同言说群体对同一语词的
理解和应用不尽相同。接触、研究和传播西方文化的群体不同 ，影响到
中日两国对“国民”的不同引入与应用，集中表现为政府的政治权力与
知识精英的文化权力的关系差异。① 日本明治维新前期，国家独立和
国民统一在两个方向同时展开： 政治权力集中于天皇制的国家，文化权
力不断渗透平等权利和参与的国民意识。 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推动
“国民国家”观念的形成。随着天皇专制的集中与巩固，政治权力与文
化权力之间的追求出现紧张，但后者表现的自由民权运动无法与政治
权力抗衡。随后打着“国民主义 ”旗号的国粹派与绝对主义的政治权
力合流，把“国民”带入泛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深渊。 显然，政治权
力与文化权力总体上是相对独立 、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与日本不同，甲
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及之后的一系列危机 ，使晚清知识精英突然对传
统帝制的知识资源和制度体系丧失信心，文化权力不仅要求摆脱对政
治权力的依附，而且走向反面，把“国民 ”视为表达“开民智 ”和天赋人
权论、社会进化论、国家有机论的理论武器，用以批判封建专制君权和
伸张民权。同时，文化权力内部的“国民”之争更多是精英层面的理念
构想，脱离了社会大众的现实基础，偏离了国家主义的根本目标。这种
“国民”一旦失去现实政治权力的重心和依托 ，必然遭到滥用而语义漂
浮。随着外在语境的急剧变化和知识精英救国图存的急切心理，“国
民”也激进地自我演绎与建构。 同时，作为建构和传播“国民 ”语义的
主体，晚清的启蒙思想家群体多兼启蒙与政治改革二任于一身 ，不仅通
过报刊对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启蒙，而且直接参与对政治权
力的颠覆、重建或改造。 其结果是，使“国民 ”超负荷且矛盾地承载着
政治与伦理、教育与启蒙、责任与义务、激情与梦想等多重语义，直到辛
亥革命爆发和晚清政府瓦解，“国民 ”语义才逐渐尘埃落定，开始汇合
到“中华民族”的政治话语中。

①

2002： 30 － 38。本
有关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的类型划分参见曼，
文把意识形态权力改为更通俗的文化权力来表达，仅仅分析其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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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论

当西方现代国家在 19 世纪走向帝国主义，对东亚地区进行加速度
的殖民掠夺之后，nation 与 citizen 作为西方强势文化的符号进入东亚
人的认知视野。但是，中日两国的知识精英和主权者并不一味模仿和
接受这个纯粹的“异端 ”，而是在自身文化转型的基础上，依据各自国
家构建的需要，在观念和实践层面重新加以本土化改造。 用萨义德的
文化旅行理论可以说明这一点，即观念和理论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
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经过语境压力、抵抗条件和部分容纳之后，其新
用途使之发生某种程度的改变 （ 萨义德，2009： 400 － 401） 。 在旅行过
程中，西方概念所内蕴的平等、权利、自由、独立等含义依然传递到东亚
地区，从而为东西方文明与语言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提供语义基础。 在
近代中日急剧变动的时代，“国民”与“人民”、“公民”、“臣民”、“民族 ”
等语词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概念群或网络 ，其语义随着社会、政治、文
化语境变化而不断被塑造、延伸和传播，展示出现代政治身份的独特构
建，为国家构建提供正当的话语与观念 。不同的是，日本明治初期的启
蒙思想家用“国民”来理解地域归属意义上的 nation，并且把西方的公
民概念提升到国家层面来思考和运用，后期的思想家使之与天皇“臣
民”和文化“民族”融合起来，突出日本国家构建对政治身份和文化身
份的先后落实与相互强固过程。晚清知识精英并非完全移植日本已经
法律化、大众化和民族化的“国民”，而是把语义退回到思想启蒙，对接
儒家文化中道德改造的传统资源，逐渐结合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反君主
专制的经验实践，同时用以批判晚清帝制和启蒙大众 ，并自觉形成中华
民族和共和政体观念的认同。
由此，其一，知识精英在“跨语际实践 ”时有很强的目的性与本土
化意识，无法确立语义的完整“对等关系 ”，但新概念、新名词的含义也
2008： 10、
21） 。 这是
并非完全“不可译”、“不自明”或“不透明”（ 刘禾，
因为，一方面，两国“国民 ”无疑同时受到西方自由平等权利和人民主
权观念的影响，反映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 19 世纪欧美世界的现实
紧张，但更揭示了国家主义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民”原本以地方和家
族为心理—文化认同、以族群和阶层为身份认知，现在不得不迅速转换
并且凝聚到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国 ”，才能抵御外来力量的破坏，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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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保留了“民”之自由平等的想象空间。因此，“国民 ”并不完全对译
西方文化中的 citizen 或 nation，而是创造性地选择二者的部分语义，是
国家构建的确切含义与自由权利追求的模糊想象相结合 。其确切含义
明显居于主导地位，这显然是知识精英所无法扭转的 ，但模糊想象也为
此后的知识精英所发挥。 另一方面，日本明治时期假借的古汉语“国
民”，其新生的语义并不一直是含混的、模糊的，“国民 ”回归中国语境
后的语义再造也不是随意的、偶然的。 相反，随着政治制度、社会结构
和思想观念的不断明朗化以及知识精英多维度地阐释 、分析、论证和辩
论，不同语境下的“国民 ”语义变得越来越丰富和明确，推动着政治与
文化精英对自我身份的自觉认知 、动态构建与自我认同，以适应各自国
家构建在特定阶段或时期的客观需要 。
显然，不管是作为普遍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 ”或“殖民主义 ”，还
是作为特殊主义的“中国中心论 ”或“日本中心论 ”都无法合理解释近
代中日“国民”语义变迁及其与西方相关概念的异同。 两国的知识界
都不是被动接受西方观念，而是主动选择、改造并有意构建了一套概念
体系，使之适合并满足各自的现实需要。 吸收了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
“国民”语义主要是在日本明治时代和中国晚清之后才出现的 ，因此难
以忽视外来军事、文化与观念冲击的影响，而且从本土的传统文化逻辑
中也难以推导出现代转型的观念和制度 。日本的文化与政治精英恰恰
是在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之后，才产生了一种比同时期中国人更强
烈的危机感，从而自觉归属并认同国家主义； 晚清志士也是在甲午战争
之后根据对明治日本改革及其成效的体察，以及以日本为中介向西方
学习，才走向自主转型与革命。所以，只有充分考虑这种外部压力下的
相互作用才能认识到，中日两国走上现代国家构建的道路是相互交往 、
学习、参照与交流的结果。
其二，近代中日两国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国家构建道路。 日本明治
初期确立起一种“国民 ”与“国家 ”力量平衡的“国民国家 ”形态，即地
方政治权力集束到国家政府，同时激发国民的归属意识与自主权利意
识。然而，这种形态在中期之后为君主绝对主义政权的崛起所打破，
“国民”（ nation，people 或者 citizen） 转为“国民主义 ”（ nationalism） ，权
利语义迅速退让给文化共同体的民族语义。 催生泛民族主义意识形
态，进而出现一种“泛民族国家 ”形态，使原本为了独立的国家主义走
向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这种形态既不是德国模式，更不
159

社会学研究

2011． 4

是法国模式，因为泛民族身份的构建是靠大亚细亚主义以及日本保护
其他亚洲国家免遭西方国家侵略这种观念来支撑的 （ 杜赞奇，2008：
12） ，而国家身份的构建是基于对以天皇制为中心的帝国法律与制度
的服从。这种国家构建方式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得到成功检验之
后，使东亚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争冲突状态 ，也让日本国民付出了沉重
代价。二战 结 束 后，日 本 才 重 返 明 治 初 期 所 谓“国 民 国 家 ”的 现 代
构建。①
在中国，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晚清王朝的瓦解，“中华民国 ”不
仅意味着文化上的“中华民族 ”与政治上的“国民主权 ”相结合———这
是晚清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共识与合作的结果，而且也表明中国开始
踏上类似于“民族国家 ”的构建征程，由此对译 nation state。 但这又异
于西方的任何模式，因为“中华 ”是由多民族长期融合而成的“多元一
1989） ，而且这还不能仅从文化层面来理解； “民国 ”
体格局”（ 费孝通，
一开始就与传统政治割断联系并且由一个政党来组织。 然而，从“国
民”一词在此后的变化来看，这似乎还没有结束。1912 年民国政府的
成立意味着革命派赋予“国民”的反专制、促民权与渴望新国家等理想
已经实现，相应地，“国民 ”的激进语义开始消失。“到 1915 年之后的
使用次数有所减少。1922 年后开始增加，但常与其他词并联，如： 国民
2008： 495） 。显然，“国民 ”作为一个
经济、国民政府”（ 金观涛、刘青峰，
独立的概念，已经丧失其语义分析的意义。 其原因大致为： 领导“国
民”的革命党人虽然推翻传统帝制的价值与制度结构，但其后的国民
党组织结构松散，无力凝聚与团结“国民 ”力量，无力满足“国民 ”对民
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欲求； 帝制复辟带来共和国的危机及反思，使立
宪、议会、共和等政治权利语义汇集到“人民”，更突出中华民族的主权
统一与独立；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使“国民”在启蒙和国民性
改造方面的新道德语义转移到新词“新青年”，教育和地方自治方面的
新文化语义转移到“公民 ”中； 欧洲战争爆发和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
使 1910 年代“思想战”的知识精英集体认识到，1911 年之前以欧美为
①

当代日本学术界更倾向于用“国民国家”来对译“nation state”。这可以视为战后日本的
宪政与民主政体转型的现实结果，也是知识精英对其泛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危害的自觉
反思，但如果以此来统称明治时代以来国家构建的整个进程，就可能忽视其“泛民族国
家”曾经带来的巨大灾难，也不免为当今极少数右翼分子继续鼓吹尊奉天皇、蔑视亚洲等
扩张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虚假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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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范而构建的现代国家模式，难以满足中国新政治主体的文化运动及
其对新政治形态的召唤，俄国革命又为选择新型政治提供可能 （ 汪晖，
2009） 。由此，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开始抛弃无实质语义的“国
民”，尝试另觅新型的政治身份称谓、组织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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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between 1949 and 2006．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2006，this paper uses the couple's education and their fathers'
social statuses to demonstrate the changing pattern（ s） of marriage choic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single-trait model，this study adopts a dual-trait model，placing
ascriptive and achievement-oriented match into one single-model simultaneously． It
aims at effectively controlling th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effects． The analyses
show that，since the reform，the educational homogamy has been steadily increasing，
while the matching of family background draws an up-side-down U-shape curve．
These results imply a resurgence of patrilineal society，in which 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is reproduced and consolidated by unilateral d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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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ical Chinese phrase “guomin”firstly got the modern Western meanings of belonging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Early Meiji Japan． After its return to China，the meanings were more complex． “Guomin”in China and Japan shared the
same meanings of the Western concept of citizen，such as rights and membership，
while it was involved into a network of concepts with other related phrases，implying
the strong pursuit for the statism． However，the phrase of“guomin”in the two states
had many different meanings． After the mid-Meiji period，the phrase tolerated the
subject of emperor and the cultural nation，and pushed the mixture between monarchy
and pan-nationalism forward； while in late Qing，it became the sign of conflict between constitutionism and republicanism，and came to the nation-state discourse of
“Chinese republic”． Modern Japan and China's state-building are the results of interreference with the extra-forces，but have taken widely different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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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Foxconn Incident”has drawn the social concern and public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 workers extensively． Based on the survey on migrant
workers in Pearl River Delta and Yangtze River Delta，we find that 14. 7% of migrant
workers are under high risk of mental disease．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such as
students，nurses and citizens，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but it is related with labor rights significantly． Using the Binary
Logit model，we find that，first of all，labor right is a major factor affecting the mental health of migrant workers； secondly，social networks have little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Under the current labor relationship，we argue that Marx's analysis that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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