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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走向“活”的制度史＊

邓 小 南

［摘　要］“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说法，自２００１年提出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的某些方面还

需做些说明与补充。研究中所谓的“死”与“活”，并非相互排斥：研究对象是“活”的，我们的观察思路也要

活；就研究的基础而言，只有下足“死”功夫，才能让研究“活”起来。就中国古代制度而言，有“制”有“度”，

具备恒常标准，而现实情况则复杂多变。稳定的制度，可能“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开发”出多端的解

决问题途径。制度初衷与现实折中的张力，二者矛盾带来的“空间”，是制度史研究富于魅力之处。环绕制

度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生态环境，即所谓“制度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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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个说法，是２００１年在杭州召开的“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上提出来的。此前一些中青年学者曾经酝酿，希望能够在世纪之交对过去的制度史研究有整体性的
反思，于是包伟民老师组织了这次研讨会议。当时我把在北大课堂上讲过的一些内容整理了一下，形
成了一篇发言稿。后来应《浙江学刊》之邀，以《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
例的点滴思考》为题，２００３年刊登出来①。次年包伟民老师主编的《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１９００—

２０００）》里，又收录了这篇文章②。那时候完全没想到后来会在学界引发强烈的反应。实际上，回响的
热烈，主要是因为学界自身有这样一种内生要求，而且已经有日益深入的反思。

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反响是始料不及的，使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敢动笔再写制度史的文章，也使我
进一步思考相关的问题。今天涉及的内容，是对上述小文的一些补充，而不是另起炉灶的重新阐释。

一　下“死”功夫，做“活”历史

“走向‘活’的制度史”提出之后，有朋友警告我，要防范把提法作为标签。我也在学生的研习实践
中观察到，有些同学会感觉“活”的研究无从入手，同时却又忽略了“实”的内容。这类现象提醒我们注
意，研究首先还是要扎实求实，不能陷入“漂浮”的误区。这就关系到如何理解制度史，如何理解研究
中的“死”与“活”，二者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想，“活”有两层基本含义：首先，最重要的是，制度本身是“活”的，有活有动，才称得上实际存在
的制度；有活动，制度才有效能，有作用。其次，正因为制度本身活动不居，制度史研究就不能只重视
制度的文本规定，还应该关注其实际表现，关注影响其“活动”的诸多因素。２０１７年年底，应范立舟老
师之邀，我在杭州师范大学讲了《略谈研究选题与路径———从个人观察出发》的一些想法，在座的澎湃
新闻记者把讲座记录整理成一篇文章，名为《下“死”功夫，做“活”历史》。我觉得这题目概括得挺好。
研究中所谓的“死”与“活”，并非相互排他：研究对象是“活”的，我们的观察思路也要活；就研究的基础
而言，只有下足“死”功夫，才能让研究真正“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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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河南大学“西园研史”首届唐宋史青年学者论坛记录稿修订。
《浙江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９８～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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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史有定法”与“史无定法”
历史系的老师指导学生时，会有一些习惯的说法，比方说，是“史有定法”还是“史无定法”？事实

上，二者相通而非相互排斥。
史有定法，通常是指历史学科有自身“压舱底”的基本功夫，学者也有个人的学术定位与研究方

式。
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柳立言先生训练学生的基本方式，可能是“史有定法”的一种代

表。柳先生和一些老师、研究生一起阅读五代墓志，研读者结合传世文献，以老吏断案的方式分析文
本，为趋近历史实相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如柳先生所说，所有研究的本质都是回答问题。研究出发的
原则，要关注“谁的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回答问题”；研究实践中则需在阅读史料的基础上，找
出问题并且予以回答。他把切入点概括为“史学六问”和“五鬼搬运”。所谓“五鬼搬运”，就是五个
“Ｗ”（ｗｈｅｎ、ｗｈｅｒｅ、ｗｈｏ、ｗｈａｔ、ｗｈｙ），其实是我们学习历史以来，经常会提到的时间、地点、人物、事
实、原因等等；除了这五个“Ｗ”之外，还有如何、怎么样（Ｈｏｗ），综合在一起，就是“史学六问”①。我们
随手翻开《五代武人之文》，像张庭瑀点校解析的《后周武官单州刺史赵凤墓志铭并序》，即是从“五鬼
搬运”做起，墓志的题名之后是时间、地点、人物，然后是逐句解析、回应问题。或许可以说，这样的
“死”功夫也是一种硬功夫，是大致有方法可循、有问题意识、有相对明确的路径可走的一种入手方式。

“定法”很大程度上是从实证开始的。实证本身是一种硬功夫，是我们历史学的看家本领。杨讷
先生２００６年写过《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一文。文章指出，一些通常被历史学界接受的成说，例
如丘处机“一言止杀”，应该进行质证甚至辨伪。他说：“历史学是一门重实证的学科，议论历史必须以
真凭实据为证。‘一言止杀’故事可以分解为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看丘处机是不是说过这
样的话，另一方面要看成吉思汗是不是因此而真正“止杀”②。所以，流传广泛的“一言止杀”说，看似
简单明了，其实它的两层意思都是需要“举证”辨析的，这是历史学特有的实证基础。

说到“史无定法”，柳立言先生说：“史无定法，不表示不需要方法或没有较好的办法。”③对此，研
究社会经济史的前辈吴承明先生有十分清晰的表述。他指出：“我国早有‘史无定法’之说。我赞成此
说……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做出选择。”④也
就是说，研究中应该有针对性，实事求是，不宜固守某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方志远先生也曾经说，历
史研究不仅不应排斥而且必须接纳和改造所有积极而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以为己用，这是历史学得以
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史无定法”正是历史研究这种包容性和创新性的体现⑤。

历史学的活力来自不断地求真求新。这样的活力，其来源、其力度恰恰是从死功夫、硬功夫里生
发出来的。所谓的“活”，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像树木把
根基深扎在泥土中，才能枝繁叶茂“活”起来。新视角往往来自长期积累的激活，新思路常常来自线索
的缀连想象，这些都离不开往日功夫。新议题可能导致动态鲜活，传统议题诸如官僚机构、制度条文，
也可能贡献出通贯深入的新颖见解。新材料的牵动，能使研究“预流”；深读“坊间通行本”，也可能发
人所未发。也就是说，盈覆载之间无非是道，而进退之宜、运用之妙，则存乎一心⑥。

２．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通过对于制度得失的评议来观察政治得失，也就是说，

制度在政治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分量。对于“制度”，学界有不同的概括和理解。大致上讲，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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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柳立言：《〈五代在碑志〉丛书前言》，山口智哉等编著：《世变下的五代女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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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邓小南：《朗润学史丛稿·自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第４页。



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和基本规范，是制约政治活动、社会活动的行为框架。
有学者强调：“制度的最基本要素就是结构、功能和形式，所以形式排比和结构分析，是制度史研

究的基本方法。”①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分为“无意中逐步形成”和“有意建构”的两种类型，即一类是
“经历长久，约定俗成，无意中逐步形成的家族、伦理、信仰、仪式、节庆等”；另一类是“为特定需要、目
的（如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等），依特定权力分配关系、标准和程序（如地缘、血缘、财富、才德能
力、意识形态、公民大会、议会、乡举里选或科举等）而有意建构出来”的多重秩序网络。不管是活在今
天，还是活在历史上某个时间、空间里，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多种秩序形成的交叉网络之中，而不是在某
种单一秩序里②。如果放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进程的更大背景中看，制度就是政治文明的底色，是
政治文明的支撑与映衬。制度所维系的正是特定的秩序。我们判断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一种体制，

其走势是否合于文明进程，很大程度上是要观察它的制度及其运行。
我们知道，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

走向衰亡。追踪、观察、多维度反思这一过程，正是制度史的“生命”所在。
当说到制度、规则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相对稳定恒常的标准。但是，如果承认只有在“运

行”之中，才能观察到真正的制度，我们就会注意到，制度必须应对多变的、流动的现实。因此，制度本
身的恒常，它所追求的“可预期”，跟它需要应对的现实情况的复杂起伏，本身就构成一对矛盾，或者说
构成有张力的两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折中的方式，出现非正式的制度运作。

所谓“非正式”，就是不见于书面规定，“令式之外”但经常为人们行用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可能是
无奈情况下的灵活处置，或是应对制度“形式目标”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制度的规定与初衷势必带来某
些调适甚或扭曲。唐高宗巡幸洛阳前，曾经对居守京师的李晦说：“关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跼
人，不可以成官政，令式之外，有利于人者，随事即行，不须闻奏。”③短短数语，点明了令式的局限性和
令式之外的可能性。欧阳修在《新唐书·百官志》中也说到官制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其纲目条理可为
后法”，另一种则是“事虽非正，后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④。从积极的方面讲，这些“事虽非正”的运
作，对于正式制度的施行可能有补充或者说是润滑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缺乏灵活弹性的制度借由
非正式制度的“因仍”“调和”才得以推行。如果我们专注于观察制度运行的实践进程，那么几乎可以
说，“正式”与“非正式”交错混糅互为所用，并非截然二分，甚至是相辅相成的。相对静态的制度规定
与动态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空间里面有变形，有扭曲，有各种不曾预料的故事发生；这
种空间中的活动，往往决定着制度的走向，也可能带来制度“平稳有效”的感觉。

当我们讨论制度史的时候，应该清楚，自己口中、笔下的“制度”二字，指的是书面规定，还是现实
运行；二者从来不曾隔绝，但又并非同一层面的内容。陈寅恪先生早年曾经提醒学界说，有些研究，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⑤。我们现在讲制度，例如宋代的文官制度，其实
有同样的问题。看上去梳理得头头是道、严丝合缝的某些制度，往往是囿于甚至迎合书面规定的“整
理”，很多情况下可能是失真的。

有些制度史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经常认为制度是恒定存在的，而人为因素是一时、偶发
的。实际上，制度本身从来都是“规范”和“人事”折中的结果。制度本为“设范立制”⑥，既是引导、保
障，也是对某些利益关系的限定，对某些行为方式的制约。这样的引导、限定与制约，在历史上究竟是
不是曾经生效？制度运行中总有不同力量的推动、修正、抵制，这些“人事”起到什么作用？都需要通
过制度的运行过程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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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活力与生命是“人”赋予的，研究制度史必须关注人的活动。制度史研究的活力和持久生
命力，取决于对制度活力的认识深度。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更重要的
是指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

二　从“运作”看制度

１．浅说“内史”与“外史”
有的老师在讲制度史时会提示说：所谓不同的研究理路，其实是关注制度“内史”或制度“外史”的

区分①。我觉得这种说法有道理，这也让我想到科学史研究中的相关提法。

科学史的“内史”（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指的是科学本身的内部发展历史。“内史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强
调科学史研究应关注科学自身的独立发展，注重科学发展中的逻辑展开、概念框架、方法程序、理论阐
述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等等；关心科学事实的前后联系，默认科学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不
很关注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科学史的“外史”（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指社会等因素对科学发展影
响的历史。“外史论”（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强调科学既是一种知识现象，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科学史研
究应更加重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宗教、军事等环境因素对科学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影响，应该把科
学的发展置于更复杂的背景中认识。这些年来，注重“内史”的科学家，会思考学术本身的发展理路是
不是受到外界的干预和影响；注重“外史”的研究者，也更关注学术内在的逻辑脉络。在沟通“内史”
“外史”研究的新范式之下，将明显拓展研究领域，对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给予更为深入的分析
和诠释②。

多年前，台北“中研院”的黄一农院士曾经说，他的专业是从天文学转向天文学史的，首先是关注
中国古代的天象记录，继而关注中国古代天算与社会、政治之关系，乃至揭举出“社会天文学史”的旗
帜，“希望能因此丰富天文学史的生命力”③。依照江晓原教授的说法，所谓“社会天文学史”，对应的
措辞就是“天文学史的外史研究”④。中国历史上的另外一些研究，可能也存在“内史”“外史”之分，例
如研究经学，或者研究经学史，就是不尽相同的概念。当然，这两者内在的关联无法切开，缺乏研究经
学的基础，自然无法研究经学史。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内史”是深入研究的基础，也是硬碰硬的功
夫所在；而“外史”则可能带来更为开阔的延展性。

研究中的“内”与“外”，事实上是相互依存、相互深化的。不少中古史的年轻学者，在前辈讨论史
籍记载中层累、“箭垛”状况的基础上，继续研讨历史书写问题。历史书写，不止涉及古籍文献自身；之
所以关注“书写”，是因为意识到现实与字面不同，文本背后还有“纵深”。他们不满足于辨析文献史料
的所谓“真／伪”，而是希望追踪、钩稽文本的生成过程，进而触摸一个时代文化面貌的层叠与演进；与
此同时，对于文本自身的认识也得以深化。这些趋向提醒我们，各类研究不仅是要呈现一幅“图”，更
应该开启一扇扇观察思考的“窗”。窗内窗外的世界，多面因素的互动，才能构成整体的认识格局。

研究者通常不会全能式地铺开讨论，会有聚焦，会有不同的研讨侧重。孙正军曾写过《何为制
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三种理路》⑤一文。其中涉及的“三种理路”：一种是阎步克老师主张
的制度史观，一种是侯旭东老师提倡的日常统治研究，还有一种就是“活”的制度史。他认为，这三种
研究理路的研究视角、观察角度和研究取向等是各有侧重的。所谓各有侧重，潜在的意思就是说，需
要多方面的观察与讨论，政治制度史研究没有唯一的绝对秘诀。

古代政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都关系到国家命脉，绝不会单纯闭环、自生自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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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后滨在讨论制度的演进模式时，也提到“内在制度”与“外在制度”的关联和区分，详情参见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
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济南：齐鲁书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５页。

参见刘兵、章梅芳：《科学史中“内史”与“外史”划分的消解———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立场看》，《清华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
期，第１３２～１３８页。

黄一农：《社会天文学史十讲·自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页。

江晓原：《天学：古代的政治巫术？———黄一农和他的〈社会天文学史十讲〉》，《南方周末》，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３日，第３版。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５４～６７页。



度的行用轴线肯定是波动的曲线，是被多种因素刺激、牵动的。如果只看轴线，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
如此曲折，只有将其纳入更开阔的视野，才能探究其原因。

２．从“路径”看过程、行为、关系
我们研究古代制度的意义，要点不在于重现，而在于观察当时如何回应问题、规定如何调整、制度

如何执行，也就是要观察制度演变的“路径”。路径是实际过程的载体，也是五个“Ｗ”之外的
“ＨＯＷ”———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目前的探讨，通常注意到制度的起讫两端，不仅注意文件规定，也
注意史料中记载的实施结果。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我们不注意联结两端的路径，则我们对于制度
运行的理解，仍然很不完全。

历史研究讨论“变迁”，就是讨论过程。纽约州立大学蔡涵墨教授（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ｒｔｍａｎ）新近出版的
著作，以“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为题①，强调“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作者重点不在于描绘
既成现象，而是观察形成的过程与方式，亦即其路径。

路径是完成“过程”的经历与步骤。过程中会有若干节点，所谓“契机”，正是由特定历史节点上的
事件所引发。观察节点之间如何联结，就要关注“路径”。众多历史事件，有的出于政治集团精心策
划，有的则在意料之外突发，但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促使制度回应、变更。例如新冠疫情暴发，如何促
使公共卫生政策调整改进；又如反腐倡廉制度，如何被“倒逼”出来。这“促使”“倒逼”的历程，就是依
托的路径，路径上的步步进展，体现出特定的轨迹与过程。

历史过程是由涉及多方面、起讫点不一、内容性质不一的多种演变进程交错汇聚而成。这样的动
态过程像转动的链条，是由不同的环节、阶段连续构成，不追寻环节就看不清演进。例如王朝实施的
法律制度、赋役制度，民间的家族制度等，各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有起讫不同的历史阶段性。我们的
研究对象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单元，单元两端可能正是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这些演变节点往往不与
王朝起讫同步，不似司马光所说，“（本朝）祖宗创业垂统，为后世法”②。一个朝代的制度并非开天辟
地，所以才有多轨过渡，才显得复杂丛脞。

观察路径，事件与人物往往是其抓手③。制度中的“人事”，有人有事。“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
界”④是统治史研究，也是制度史研究的现实取向。事件、人物都是行为的组合。２００３年，李里峰老师
曾经谈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研究方式的转变，指出学者不再把事件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
将其作为透视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和视角⑤。“事件”是比较中性的表述。我们做政治史研究，可能
更关注“事变”，比如安史之乱、兵变、起义，这样的重大事变，肯定会冲击当时的制度。实际上，不仅是
事变，有时候带来某种困扰的事端，一些看似普通、平日反复发生的事项……从突变到潜移默化，从非
常到日常，都可能影响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侯旭东老师讲“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研究的就是一些基底
性的制度及其形成、演进的路径⑥。

一个时代政治图景的演变、某些特定路径的实现，受限于当时的外在背景，也是由时人行为、选择
及其互动的结果带来。制度的台前幕后都是“人”，是“人”在“事”中的行为使得制度“活”起来。刘子
健先生曾经把历史上的官僚分为三类：理想型、仕进型、渎职型⑦。显而易见的是，对官员类型归属的
判断，都是依据其选择、其行为。政治势力、社会群体的言与行（建言、舆论、做法、反馈），卷入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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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应诏论体要》，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４９页。

参见邓小南：《“访闻”与“体量”：宋廷考察地方的路径举例》，《邓广铭教授百年诞辰纪念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版，

第９００～９２４页。

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２０年版，第３０２～３１０页。

李里峰：《从“事件史”到“事件路径”的历史———兼论〈历史研究〉两组义和团研究论文》，《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１４４～
１５３页。

参见侯旭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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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者、实施者和破坏者的态度与活动，影响着制度的路径与走势。制度的鲜活，是由于行为带来的
活力；制度的原则，也是产生于、行用于现实行为之中。同时要注意的是，即便在同样的基本体制之
下，面对大体类似的情形，不同的成长背景、利益关系与认知框架下，不同决策者、执行者的行为准则
也可能有所不同。

面对层叠纷杂的事件与群体利益诉求，制度所着眼维护、限制的，主要是特定的“关系”。所有明
确的规定指标背后，都牵连着隐性的、看似无形的关系，这是协调维系机构、程序、仪式的“神经”系统。
某种意义上，制度实态、路径选择是由“关系”牵动、决定的。制度史研究的对象往往在于关系：君相权
力、中央与地方、文武之间、体制内外……都是讲关系。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公开规则与潜在规则看似
对立，实则关联。关系并非虚缈，渗透在方方面面的行为之中，实在而又强韧，左右着路径选择及实施
过程。国家体制内诸多制度并非平列，是制度的统辖组合关系决定其根本属性。

对于这一切，都要放到制度运行的现实中去观察。换个角度说，事件节点与人物活动，是我们观
察制度演进过程的入手处，而节点之间的过渡方式、行为活动导致的趋势方向，都与运作路径相关。

三　制度与制度文化

１．制度：“有制有度”
古人心目中的“制度”，其实是有“制”有“度”。“制”通常指规定，而“度”则是对于规定的把握幅

度。制度某种程度上有伸缩，对这种空间的弹性把握就是“度”。中国古代对于“制度”有很多不同的
表述。较早的如对《周易》“节”卦的解释：

　　《彖》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孔颖达《正义》曰：
　　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①。

程颐解释说：
　　圣人立制度以为节，故能不伤财害民。

泽之容水有限，过则盈溢，是有节，故为“节”也。君子观节之象，以制立数度。凡物之大小、轻重、高下、文
质，皆有数度，所以为节也。数，多寡。度，法制②。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晏子说：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嫚，谓之幅利。
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

孔颖达疏曰：
　　子用正德以幅之，言用正德以为边幅，使有度也③。

彖辞中“节以制度”四字，点明了“制度”的意义。古人所谓“制度”，是指规矩；“节”“幅”“数”“度”，
都是指节制、边界，指对于限度的把握。如程颐所说，度是法制的组成部分；制度则是把握限度、分寸
的节制。

晏子说，“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孔颖达说，“用正德以为边幅，使有度也”；“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
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几处文字都说到“使”字，是指需要人为尽力，才能达到目
标。

“制”与“度”的关联，提醒我们注意规定与尺度之间的关联；“使”“为”“用”之类的表述，让我们注
意到制度背后“人”的作用。

２．“初衷”与“折中”
周雪光教授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书中指出，制度规定的刚性原则导致地方官员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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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中遇到许多困窘，一系列应对机制也就应运而生①。中国古代同样如此。高度集权、高度统一的要
求，会“激发”出纷繁多样的应对方式，大大增加了制度史的动态与丰富感。

王充在《论衡》中说，“礼乐之制，存见于今”，而“法制张设，未必奉行”②。唐代贞观初年，大省内
外官，“然是时已有员外置，其后又有特置，同正员”③。几乎在定制的同时，即已开始突破“本制”的约
束，何况时移事异，情况多变，“奉行”与“法制”间的差距值得思考。例如宋代的选任制度，关系到每个
官员的仕途生涯，众目睽睽之下，有一套套细密的规则。正如苏轼所说：“一命以上，皆付之定法。”④

正因其有条可循，人事部门才得以实施除授。查查《宋会要辑稿》《吏部条法》等，到处都是强调严密的
例子。规定细密，但执行起来不可能那么拘泥。

宋代官员的资序来自差遣，也是除授差遣的依据。但是，曾任某一差遣，并不一定能理该资序；具
备特定资序，也不必然得到相应职任。集权国家的中央人事部门，为易于注拟众官之差遣，势必使资
序趋于稳定、凝固化。这样一来，资序又成为朝廷所需要的灵活差遣的羁绊。亲民、监当，二者之别，

本来自其工作职任性质的不同；而在宋代，有些监当官可以理亲民资序，有的亲民官却任监当之事。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能单纯以除授中的弊端来解释，而要从结构上予以说明。条法无法满足变化
多端的现实情况，铨选机构必须想办法去应对。首先可能是破例破格（或许声明“下不为例”），如果可
行，这些套路就渐渐变成“故事”；积累整理之后，就纳入“成例”。在此过程中，有些先例也许过了一段
时间被废除，有些就成为条文的补充，甚至通过修订格目编进铨选条法。应该说，承先启后的“故事”

在此过程中起着突出的作用⑤。

规定与调整让我们看到“初衷”与“折中”的关系。“循名责实”与“岁月序迁”，是贯穿于考课黜陟
之中法截然不同的两种原则。前一原则为宋代的有识之士所崇尚，诏敕中三令五申，原本是政策制订
的初衷；后一原则却在多数场合下悄然起着调协的作用，并由于其便利易行而为多数人所接受。二者
看似冰炭不容，却共同繁衍出复杂波折的折中式运作，体现出宋代制度的务实特色。

当时对于格法实施状况的检核，主要通过查验行政文书来实现。层级式的文书处理程序，一方面
是“秩序”的体现，从技术层面看，行文规范，条目清晰；另一方面也因其繁密，地方不堪其扰，上峰无力
核查，于是在耗费时日的同时，淡化了文书作为治理规范的意义，逐渐沦为流程规范、词语规范而实质
内容空疏的文牍。设计初衷本在于严密，无法落地反而导致浮泛疏松。

铨格浩繁，自来被认为是有利于精熟此道的胥吏，而不利于普通参选人员。而大批常调参选者，

一方面深受烦琐程序之苦，一方面又在尽力维护细密的铨格。铨选条文及其中贯穿的“资序精神”之
所以难以冲破，原因不仅在于国家决策阶层、管理执行人员，同时亦在于大批被其审验的赴选人员权
衡利弊之下对于这套办法的拥护。宋代官员章奏经常说到格条压抑人才，但更多人真正强烈反感的
是吏员不照章办事。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仍然觉得格条对他们是一种基本的保护。这是他们来自仕
宦生涯的体验，也是制度史研究值得注意的心态反应。

制度规定可能有窒碍，执行制度的安排也会带来问题。宋徽宗时有官员说：

　　监司提按一路，事干州县，法令之当检察者，其目不一。每遇按行，指摘点检，多不过数事，前期移文，号为

“刷牒”，官吏承报，必预为备⑥。

所谓“刷牒”，是指对于相关文牒的清理与查究。要清查的事项既经“前期移文”，被按察的官员自然预
先准备，双方得以应付，不至临时尴尬。这样的做法，显然违背“点检”“觉察”之初衷，却是上下级相安
无事的选择。尽管有臣僚批评，有朝廷“不得预行刷牒”的表态，但这种情况无法杜绝，甚至是常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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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运作方式。此类制度貌似运转带来的弊端，内在严重性可能更甚于制度停摆。

世上没有不经实施而存在的“制度”，也没有谨守规定原原本本的“实施”。浙江武义出土的南宋
徐谓礼文书中，有大量“考成”印纸。其形式与《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吻合，但其内容，涉及地方治安则
是“无强盗，无窃盗”，涉及赋税则是“已纳足，见催无”，这显然与当时普遍的社会情势不符。官方对于
地方政绩“功过事件”的关注点，其实在于是否存在重大治安危机与财政隐患。

不仅徐谓礼，不仅考核制度，官僚机构中常见到官员、吏员按部就班地固守条文业务，而制度的实
际运作状态则凝滞虚浮而非实质进行。研究者会据此指出制度的“具文”与“空转”。所谓“具文”“空
转”，可能是与某些制度“俱来”的存在方式。我们既不能仅依据文献记载的条目规定，就认为某一制
度实施有效，也不能只看到运作现实与我们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简单认定为“具文”。相同的制度规
定，不同场合下把握方式各异，实际功用不同，这是现实中的常态。不能让表浅、武断的“具文”二字掩
盖实质性的内容，而要透过制度运行的实态去探究当时政治局面的实态①。对于某些制度“空转”，观
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今天的研究者批评其似是而非，当年的操控者在意系统格套俱
在，各层级可供驱使、奉上尽忠。

非正式制度、潜规则中，会有官吏上下其手；但有些看似被制度“防范”的做法，事实上可能是体制
习用且不可或缺的运行类型。“稳定”的制度，经由现实折中，可能“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开发”

出多端的解决问题途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国家的治理轨迹。

３．关于“制度文化”
对于“制度文化”，学界的思考角度和认识并不相同。今天我只针对围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谈

一点理解。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制度并非天然合理，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官方制度，尽管考虑到现实
因素，但归根结底仍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些“意志”能否不折不扣地贯彻，受到综合文化环境的
制约。

制度的设计，并非原端出发点，其形成也是系列运作的结果：官方以某些信息的汇聚、筛选作为依
据，进行研判、决策，然后形成制度规定。制度的变迁，可能以特定观念为其先导，更多情形下可能来
自现实的挑战。思想、理念与制度设计、实施行为之间，并非有一即有二的直线式关联。历代有关吏
治、财政、监察等法度细则，都基于观察与认知，都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事态的走势；而设计规范可能
有内在罅隙，具体实施则面临诸多不测。制度的节点都留有层级式的阀门，掌握其开关者，既有不肯
尽职甚至刻意阻碍者，也有忠于体制小心行事者。即便是在体制内正常有序地作为的后者，对于节门
开关的方式、程度的抉择，深层的考虑也往往在于预期的政治秩序及政治前景的风险。这种看似制度
规范之外的利益权衡，却可能是决定制度执行曲线的重要逻辑。而这些判断与抉择，显然与抉择者身
处的制度文化环境相关。

所谓“制度文化”，不仅是制度设计层面体现出的意识，亦应包括环绕制度运行的政治文化氛围。

它既包括刚性的制度条款和规范，也包括延伸笼罩着条规、无固定形式踪迹又无处不在的整体环境，

是多种因素互动、积淀产生的综合状态。这种弥漫性的制度生态，浸润、渗透于制度之中，影响着制度
的生成及其活动方式：包括制度规定本身，包括对于制度轻重缓急的认知，也包括制度设计者、执行
者、漠视者、扭曲者、抵制者的意识、态度、行为与周旋互动。各类群体所思所想不同，行动尺度不同，

制度的施行状态势必呈现出“万象”图景。纵观历史上各个时期，几乎没有任何制度按照其设计模式
原样施行，调整修正甚至于变异走形，大致是其常态。或许可以说，这种包裹式、蔓延式的制度生态环
境，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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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①。王安石也曾说，“道之在政事……制而用之存乎
法，推而行之存乎人”②。制度推行的动力在人。现在我们经常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权力
显然不会主动进入制度的笼子，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潜在的问题：谁能够把这些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里？什么动力赋予人们“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决心？这就与整体的制度文化氛围有关。

制度运行的真实逻辑不是在书面上显现出来，而是需要去现实中观察、把握。制度明文固定，但
现实非常复杂，规则的确定性和实践中的不确定性，永远都是一组绕不过的张力。这组张力带来的
“空间”中，充溢着特定官场文化的影响，也有多方强劲的现实拉力。凡此种种，透视、洞察不易，这可
能是制度史研究最富挑战性，也最有魅力之处。

历史研究的根本动力在于反思。对于制度文化的探索，靠研究者的敏锐，靠长期积累带来的直觉
与感知，也要靠明确的问题意识与深入追问的能力。制度史研究天宽地广，研究空间、反思余地十分
开阔，值得学界竭诚努力，推动研究持续前行。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　０７　１０
作者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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