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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组织、互助组、居委会等基层熟人社会（草根）
有组织地推进情念国家化。反过来看，基层熟人社

会本身是由 “乡规民约” 等乡村内生的互助互惠规

范支撑的等身大的世界，其间 “互相监视” 体制与

互助互惠规范是表里一体、密不可分的，表现为一

种悖论。从这一意义上说，情念国家化就成了一种

扎根于基层社会的 “有根民族主义”。
　　从结果来看，“有根民族主义” 一方面由民众

自发的克理斯玛崇拜维系，同时也导致了以民众的

相互熟悉为基础的 “互相监视” 的社会规范。48 这

与奥维尔以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为原型的小说《1984

年》中描绘的社会不同，那里是一个 “瞭望监视社

会”：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全都被窃听器和

探头所察知。这种社会只有在高度信息化的现代化

背景下才会出现，生命循环的时间周期在那里受到

制约，从事农林渔业的常民共同体已经衰退，使互

相监视成为可能的熟人社会已经解体或消亡。在战

争时期的日本，由于明治以来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已带有许多欧美式的 “现代化” 要素，来自中央政

府的监视装置（如 “特高科”）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农林渔业仍然在产业结构中占有很大比

重，因此仍然是以民众之间的 “相互监视” 为主。
由此看来，战争时期的日本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

带有浓厚的非欧美的 “亚细亚” 社会的特征。

［Ⅷ］ 

时间意识与空间意识： 

“扭曲”和“时间的龙卷”

　　在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时期，中国的农民和

农村并没有遭遇战乱或自然灾害带来的生存危机。
对村庄和生活构成威胁的敌人销声匿迹了，自然也

就不存在对于外来侵略者的抵抗。尽管如此，自朝

鲜战争以后，美帝国主义的威胁被不断地加以强调。
但是 “美帝国主义” 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是肉眼和所

有感官都无法把握的存在。这与陕甘宁边区的农民

在1943年摆脱了危机之后依然能够感受到日军和

国民党军的存在很不相同。能否直接用肉眼等感官

把握到外部敌人，意味着农民的空间意识是停留在

等身大的生活世界，还是游离而出，也即涉及到 “常
民意识” 的问题。
　　尽管存在着这种变化，在1958年人民公社建

立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开始限制民众在空间上的自

由流动，包括对旅行也施加了严格约束，户口的转

移事实上不再可能，因此农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被

严格束缚于土地的状态。49 这与1940年代前期形成

了鲜明对照，当时处于战乱和饥荒中的农民还拥有

选择最后的生存手段的自由，也即离开村庄而成为

一个流浪者。因此，从结果来看，与陕甘宁边区时

代的根据地政权相比，到1958年，中国农民的实

在空间和实际生活与抽象化了的空间意识世界之间

的扭曲程度更加严重了，“情念国家” 演进到了更

高阶段。
　　即便毛泽东的中国有意强化这种 “扭曲”，为

什么严厉限制农民的空间移动，并将其紧紧束缚于

土地的问题仍然是必须追问的。实际上，竹内好认

为毛的中国将战争期间的根据地革命扩大到全国范

围，从而增强了对于毛泽东的幻想，与这一问题密

切相关。在竹内看来，这种做法将催生一种新的非

欧美型的民族主义，从而与建立在民族国家 “国民

意识” 基础上的欧美式民族主义的扩张有着根本差

异。
　　的确，异常狂热地加入人民公社的中国农民，
对于具有一定国家归属意识的民族主义的出现具有

某种推动作用。但正是这一点存在着应该注意的问

题。文化大革命时期，新岛淳良和山田庆儿曾把这

种建立在根据地全面普及基础上的国家称为 “共同

体国家”，但是，“共同体国家” 所设想的终极世界

是消灭了国家本身的共产主义世界。50 也就是说，
共同体国家只是通向理想世界的过渡期的国家。在

过渡时期，借助于村落社会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传

统的互助互惠规范，村庄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经过再

组织化的改造更加符合 “共同体＝根据地” 的本质

要求，51 与此同时，以人民公社为指向的村落再组

织化，将行政空间由原来数百人的自然村骤然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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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落联合式的乡一级，其人口规模也达到数万人。
通过行政和政治空间的扩大，试图使农民的观念和

意识空间从狭小的村落提升到辽阔的 “天下国家”，
并增强对它的归属意识。而为了确保这种意识空间

的扩大不至于破坏农民实际所在的日常生活世界

（熟人社会），所以要严格限制流动的自由。总之，“共
同体国家” 中的农民大众对 “天下国家” 的归属意

识，并不同于欧美现代化模式中独特的公民意识，
其国家性质也不同于 “民族国家”。
　　之所以将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下迅速扩大的空

间意识称为对 “天下国家” 的归属意识，而不是简

单地称为 “国家” 归属意识，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也即他们与民族国家的国民相比，将独特的政府官

僚组织组成的国家组织认作 “我们的政府、我们的

国家” 的归属意识，以及对于确立国家空间界限的

“国境” 的意识都比较淡薄。农民大众头脑中存在

的并不是空间和物理上可以截然分开的 “僵硬的”
国家，而是空间疆界具有伸缩性的 “柔软的” 国家，
也即 “天下国家”，小仓芳彦曾经称这种国家为 “领
域国家”。52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当农民大众遭遇

大规模战乱和自然灾害以及在此背景下地主的苛敛

诛求，从而无法维持其正常生产和生活的时候，经

常会外出流浪，或者以村落联合的形式组织起数十

万乃至上百万人规模的 “造反” 或 “革命”。在这

种情况下，卷入造反或革命的农民的空间意识，自

然也会上升为远远超越熟人社会的 “天下国家” 意

识。但是这与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的空间意识并

不相同，后者存在着一种意识上的扭曲现象，也即

在持有 “天下国家” 意识的同时，却维系着等身大

的生活世界的意识。
　　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民的观念空间和实在空间意

识上的扭曲，当然也意味着其时间意识的扭曲。这

是因为，与传统的造反或革命组织不同，新中国的

农民要面对着一种强烈的时间加速化的要求，也就

是毛泽东所提出的 “十年赶上英国” 的要求。这与

毛提出建立人民公社时中国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
从19世纪以来的 “西方的冲击” 到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立，中国经历了一百多年漫长的岁月，而欧美

的现代化特别是高度工业化已经完成，实现了时间

高速化（效率化），构成了严重的外部威胁。也就

是说，在中国所面对的国际社会，时间在加速度地

打着漩涡。当意识到可能会被这种时间上的高速“龙
卷” 现象卷入或抛起的时候，赢得了 “战争和革命”
胜利的毛泽东坚信同样可以赢得对于“欧美的现代”
的胜利，从而提出了摆脱缓慢的时间意识实现时间

高速化的目标。但问题在于，毛泽东所追求的现代

化模式与欧美的现代化模式完全不同，后者是通过

受到生命时间制约的等身大世界的解体，也即农业

的淘汰来完成高度工业化和时间高速化的。也就是

说，毛的人民公社力图将农民束缚在受到生命循环

制约的等身大的日常生活空间，同时又把他们的空

间意识从狭小的村落提升到 “天下国家” 层面。于

是，与空间意识上的扭曲现象同样，时间意识上也

就必然出现严重的扭曲。
　　由于空间和时间意识上的双重扭曲，人民公社

正如它必然如此的那样失败了。在2000多万人因

饥荒而死亡、53 人民公社明显失败的1962年１月，
中共中央召开了出席者多达7000人的中共中央工

作扩大会议（又称 “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首

次承认了失败，并进行了一定的自我批评。但这并

不意味着他放弃了 “共同体国家” 的思想。“自我

批评” 并没有指向前述时间和空间意识的双重扭曲

及其导致的失政，而是集中于地方和基层干部（从

省级到公社一级）的称作 “浮夸风” 的虚报，以及

党的组织缺少 “民主集中制” 或者说功能瘫痪。换

言之，在他看来，只要克服了 “浮夸风” 并恢复民

主集中制，建立起与欧美现代化模式不同的独自“模
式” 并赶上欧美仍然是可能的，走上 “超现代” 或

者说 “反欧美现代” 的道路仍然是可行的。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缺少民主集中制意味着什

么呢？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显示，是指党组织

僵化的官僚主义造成了干部们普遍的明哲保身，上

下级之间无法有效地沟通，真实的情况无法反映到

上级，虚报和瞒报盛行，从而导致对形势的错误判

断和政策失败。毛泽东虽然也批评自己犯了官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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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错误，但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

中央领导层，认为中央应该对官僚主义的盛行负责。
这一批判为1965年以后他将官僚主义者称作 “官
僚主义者阶级” 并力图摧毁僵化的官僚组织奠定了

基础。
　　在1943年刘少奇积极树立毛泽东的权威的时

候，其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树立毛个人的绝对权威，
而是着眼于党组织的钢铁般的团结和领导权威的强

化。也就是说，他希望在克理斯玛与民众之间建立

强有力的党组织，借助于民众对毛的崇拜来强化党

的权威，这与毛泽东本人力图将自己与崇拜他的民

众直接结合从而形成情念国家是不同的。在1956

年４月赫鲁晓夫于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做出了

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刘少奇的意图进一步

增强。具体说来，在1956年９月召开的中共第八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毛的个人崇拜受到了否定，
党章中删去了 “毛泽东” 的字眼。1958年４月，毛

主动提出退出第一线、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一年

后的1959年４月，经朱德的推荐，刘少奇成了国

家主席。54 到1958年８月建立人民公社的时候，虽

然对毛的个人崇拜仍在持续，但是党组织专制的基

础得到了加强。
　　问题在于，从大跃进失败后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开始，党对 “三面红旗” 路线所内含的根据地型国

家或根据地型民族主义的反欧美式现代化的理念也

进行了否定。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党的领导

人在1962年开始的经济政策调整中，大力推进号

称 “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企业自主权，
以及农业的 “包产到户”）55 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

政策。这种做法与欧美现代化模式有许多相似之处，
明显是对根据地模式或共同体国家模式的否定。56 

当然，毛泽东对刘邓的调整政策作出了强烈反应，
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官僚组织予以彻底

的破坏和打击。
　　从结果来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毛

泽东时代的中国，在政治上的空间意识涵盖了国际

社会的同时，在时间意识上也密切注意到了欧美发

达国家的时间加速化现象并试图与之对抗。结果到

人民公社时期，在实在空间方面依然坚持着受到自

然生态系统生命循环制约的根据地模式，同时将观

念空间大幅度扩展，在时间意识上则面临着时间加

速化的任务，也即如何大大压缩本来受到生命循环

制约的时间。
　　与这一问题相关，我们有必要再次联想到竹内

好所提出的欧美现代的 “自我实现、自我扩张” 决

定了 “东方”（亚细亚）的衰退乃至 “失败”57 的问

题。具体来看，通过空间上的扩张和时间上的加速

化这两种外延性的力量，欧美的自我实现、自我扩

张正是对东方的 “囊括” 过程。以等身大的空间和

受自然生态系统缓慢的时间制约的根据地模式，必

然导致人民公社失败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但是由于

毛泽东抱有对欧美现代化模式 “必胜” 的信心，所

以最终未能意识到它的失败。用竹内的话来说，正

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自觉意识到 “失败”，所以忘记

了 “持续抵抗”。在人民公社遭遇挫折之后，毛泽

东又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而招致更大的失败，原因

也在于这一点。

［Ⅸ］ 

毛泽东与刘邓：关于“失败的自觉”

　　在七千人大会召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招致的失败状况仍不被外界所知，直

到大约20年后的1980年左右，超过2000万人死亡

的惨剧才被披露。58 因此，竹内好直到进入晚年的

70年代都并不明了上述情况。
　　如前所述，为了克服人民公社失败导致的严重

经济困难，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领导下的党组织公

然放弃了根据地模式，采取了接近欧美现代化模式

的市场自由化政策。到1965年初，毛泽东开始明

确地将这类官僚组织的领导人称之为 “官僚主义者

阶级”，进而呼吁打倒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简称 “走资派”）。 59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

文元的文章《论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