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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观史

“天下主义”与“知识权力”
文 / 杨念群

分也遭到西方文化摧毁，被打得

才不得不走上西方（或类似于西

七零八落， 最后全面向西方投

方）的道路。

大 吏 张 之 洞 曾 提 出 有 名 的 “中

降， 进入一个向现代转型的状
态。 有人说，如果西方列强不侵

这就造成“我们何以是中国
人？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头一

体西用”说，即在保持我们核心
文化价值的同时， 在器物方面

略中国，中国会自然而然地发展
到资本主义社会。 我不大相信这

次需要由外来的价值系统加以
判定。 因为我们内部的自身传

学习西方。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样一个判断，历史也不应该如此

统已不足以提供让我们成为

想法。

假设。 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进入
近代以来完全是在西方的冲击

“现 代 中 国 人 ” 的 基 本 条 件 ， 并
由此引发了国人日益严重的自

大家都知道， 晚清的封疆

可惜张老先生最后还是扛
不住，中国文化核心的价值观部

之下， 被逼无奈地向西方学习，

我认同危机。

李小龙名作 《精武门》 英文海报
（片名大意为“狂怒之拳”）。 他在

谁来定义“
中国人”？

影片中出色地演绎了一位拒当
“东亚病夫” 的武术家的英雄形

到了近代，我们何以成为一个
“
中国人”的理由，都变得模糊起来了。

象，而作为蜚声世界的功夫巨星，
他本人一度成为中国人寻找力量

举个例子，有位先生曾说，要改

咚咚把日本人暴揍一顿， 还有中

在历史上，宋人被金人、辽人

变中国的形象， 就得跟西方白人多
结合，多生白人孩子。 这个逻辑到如

国的各路武林高手， 三拳两脚就
把老外打得满地找牙。 那种虚构

打得很惨，总是寡不敌众。 可在传
奇小说里，还是硬撑着说咱宋朝最

今还在不断延续。 甚至有个别打着
公知名义经常跑出来指点公众“
应

影像中力图展现的“自信”，恰恰
是内心极度软弱的一种表现。 这

牛，辽金不过蛮夷而已。 我们小时
候看《说岳全传》，都觉得岳飞这样

化非常巨大，在空间上彻底改变了

该这样，应该那样”，批判这个，批判
那个， 到最后自己还是跑到美国去

就是所谓文化认同和自我认同的
危机。

的猛将真了不起，其实宋朝军队跟
辽金基本没法对抗， 岳家军好一

中国人对整个世界的理解。
在“天下主义”时代，中国人

生孩子， 因为孩子生下来就成美国
公民了。 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社

从空间上看， 近代以来中国
经历了“天下主义”向“国族主义”

点， 杨家将就没有什么大的战绩，
一查《宋史》这类正史就知道真相。

“拥有”的空间确实很大，可以无
限地往外延伸。 而从时间维度看，

大 家 还 要 记 住 ，“后 现 代 ” 有

能置身于政治权力的操纵之外，

会问题。
有一位学者对此曾做过非常

的转变。 什么叫“天下主义”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 我们

但后人确实把岳飞和杨家将夸张
成了一个神话、一套传奇，传奇背

我们的历史观中最尊崇的， 是远
古的夏商周“黄金三代”，我们习

个中心词叫权力。 不管什么样的
历史观背后，都有一个权力之手

这就是“后现代”理论带给我们的
一个相当深刻的启示。

精彩的概括，她认为：当代学界往
往根据什么东西不是“中国的”，

从王朝的中心可以无限制地往外
推， 华夏永远可以推广到任何一

后的根子就是：我们文化是有优势
的， 宋朝的地盘虽然不断缩小，文

惯于思慕过去。 但西方传来的现
代化潮流， 则要推动我们拼命往

在操纵它。 如果说历史有规律，
这个规律肯定就是所有的历史

话说回来， 我不完全能够接受
“后现代”的所有理论。 但我欣赏它

而来决定什么是“中国人”。 这种
现代性病症说明，我们作为“中国
人”的自信心不足，就算有所谓自
信，表达得也很勉强。 比如说，功
夫片里的李小龙动不动就一脚把

个蛮夷居住的地方， 这个文化的
优越性是相当强大的。 大家如果
读过有关宋代的一些传奇小说，
比如《说岳全传》、杨家将故事等，
对“天下主义”是如何自我膨胀这

化却依然优越。
可惜，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国
与国之间的交往不认你这一套，不
是光靠你自己吹嘘文化如何优越
就可以作为竞争的筹码，实际上靠

前奔跑， 要按照进化论的观念认
识历史趋势。 所以，如何从中国传
统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螺
旋式循环论， 慢慢走向服从于进
化论的历史演进观念， 是一个非

都是由某种权力在幕后起着支
配作用。

的批判态度， 它会让我重新质疑很

洋鬼子从台子上踢下来， 或者咚

一点，就会很清楚。

的是利益交换和实力博弈。这一变

常复杂的过程。

与自信的精神偶像。

知识是“
力量”还是“
权力”？

历史没有目的，也不客观？
在“
后现代”学者看来，历史的所有
“目的”都是虚幻的，历史也没有规律可寻，试图找出历史规律的尝试，只能是假话。

“
后现代”理论宣称：“知识就是权力”。力量和权力是完全不同的
两个概念。 你获得了很多知识，不见得你会获得很多力量。

“知识就是力量”， 这是我们
小时候老师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多早年被潜移默化灌输的理论，让
我明白， 很多自中学时代起教科书
上所写的“正确的结论”，其实都值

“后现代”理论则宣称：“知识就是
权力”。 力量和权力是完全不同的

得怀疑。
读“后现代”理论的书，它会给

两个概念。 你获得了很多知识，不
见得你会获得很多力量， 获得某

你一些新的启发， 提醒你脑子里
不要不加辨别地把某些概念和说

种力量时， 你会表现得像个肌肉
男一样， 好像无所不能。 福柯

法作为讨论的前提。 比如说“封建
社 会 ”， 我 们 以 前 接 受 了“中 国 历

后现代”理论的角度
当然，从“
说 ，循环论没什么不好，循环也可

要你写下某段历史的那一刹那，历
史就进入到“
书写”的状态，是某人

学家玩不了穿越。
第二，历史只有断裂，没有连

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变化了。 但后
来有人质疑： 美国的模式就是历

（1926~1984 年，法国思想家）一下
子把这个神话打破了，他说任何知

史长期以来处于封建社会阶段”
这种笼统的判断， 会不加思索地

能是一种有质量的运行方式，历史
的质量会逐步的提升，不是所有问

写下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既然历史没有客观性， 只是

续性。你不要跟我说，
“从古到今中
国就是怎么怎么样”，历史归历史。

史的终点了吗？ 不可能啊，你看美
国现在多狼狈啊，到处出兵打人，

识的背后都有一只权力之手在操
控，什么权力在制约着你使用什么

跟着走、跟着说，现在你可以做出
选择，从此不跟着说了，你心里要

题都能通过“进化论”模式就能彻
底加以解决的。

主观书写的结果， 那么历史与文
学之间的界线就开始模糊了，在

什么
“自古以来”，后现代绝对不承
认，哪个时代就该处理哪个时代所

最后造成大量叙利亚难民在欧洲
到处跑，美国也不管人家，于是欧

想知道“封建” 到底是个什么东
西？“封建社会”到底是怎么一回

因此，下面我们打算谈谈一个
新话题：从
“现代性”到“
后现代”与
“
后殖民”的演变历程。这个演变过
程的特点是什么呢？首先要讲一讲

历史研究过程中， 自然也可以发
挥个人想象。 所以，持极端“后现
代”观点的学者干脆说：历史就是
文学，文学就是历史。 但我个人认

面临的问题，不能越界，把不同时
代的问题当作所有时代的问题混
同起来。前一个时代的问题与后一
个时代的问题往往互不衔接，处于

洲人就纷纷骂美国， 说你太不够
意思了。 所以美国那套制度，好像
也不是那么完美。
在
“后现代”学者看来，历史的

样的知识。 在这一点上，“后现代”
理论显得非常有说服力。
比如说，二战时美国的核物理
学家们会认为，我们掌握了知识，
制造出原子弹， 就是对人类做出

事？ 至少应该清楚，从政治意识形
态 角 度 定 义 的“封 建 ”， 与 从 历 史
认知的角度去寻求“封建” 的意

“
后现代”思潮。它大致可以概括成

为， 文学和历史的区别还是非常

断裂的状态。

所有“
目的”都是虚幻的，你别搞一

的极大贡献。 结果，原子弹问世导
致了“核 冬 天 ” 的 可 怕 前 景 ， 有 可

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只有这样， 你的脑子才会变得

以下几个核心观点：
第一，“后现代”绝对不承认有

大的。 你可以说历史书写不是客
观的， 不过历史学家要得出某个

第三，历史的非目的性，即历
史本身没有目的。 1991 年苏联解

套远大目标来忽悠我。 再有就是，
历史之间具有非因果式的联系，历

能带来人类的灭顶之灾。 你觉得
这些科学家们拥有的知识， 就一

聪明一点。学习历史不要盲从，研究
历史就是怕盲从。

什么客观性的历史。 传统的近代历
史观，动不动就强调我们要客观地、

判断或结论，必须去搜集史料，提
供一定证据，并一条条加以证明，

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后，美
国学者福山写了一本书就叫 《历

史过程不是由一定的因产生一定
的果，历史的产生和演变是一个非

定产生正当的力量吗？ 值得怀疑。
这种空前的力量背后， 肯定受到

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清史研究

真实地去判断历史，“后现代”理论
则说，历史从来不是客观的。 该理

而文学家可以不这么做， 文学描
写不需要证据，区别就这么简单。

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 他认为，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模式就是

现实性的
“碎片化”结果。历史没有
规律可寻，试图找出历史规律的尝

政治权力之手的操纵， 有关核物
理的知识获得了某种“导向”，做

所教授、博导，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

论认为，历史永远是主观的表达，只

搞文学你可以直接玩穿越， 历史

历史的终点， 因为连苏联都崩溃

试，只能是假话。

出了某种特定的选择。 知识不可

审阅。

这一事件， 显然严重影响了刚
刚树立的中国银行业的信用。 从鲁
迅上述记录中， 也可见外资银行的
独立性保证了其钞票的可靠。 数日
后，京、津两地两行完全停止兑付，

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
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
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 说是没有
行市。 幸而终于， 暗暗地有了行市
了：六折几。 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

后，看到流言变为现实，第一反应
是“惊恐万分”，深感对于整个金融
业而言，这无异灭顶之灾，如果照
此执行， 中国银行从此信用扫地，
永无恢复之望，也再难以摆脱外资

日渐加剧的贬值预期之下， 人们纷
纷抛售纸币，抢购商品，于是市场更
加混乱，人心日益惶惶。
此次钞票挤兑风潮从北方开
始，当时钞票称为“京钞”，所以也叫
“京钞风潮”。 鲁迅最后只好打折出
售自己手上的钞票，他写道：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

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
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
在怀中， 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
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
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
这种近乎抢劫的行为令百姓惶
恐，更令金融市场不眠不休。身处当
年中国金融中心的中国银行上海分

银行“桎梏”。
两人合计之下，为了维护银行
独立，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拒
不执行。 他们期待借此获得民众
谅解与支持，“而寄其希望于不受
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 足以维护
中国金融之生命”。 他们复电北洋
政府称，“为对持票人负责， 无论

四十元的中交票， 可是忽而变了一
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
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

行，也毫不例外接到了
“停兑令”。
时任上海分行总经理的宋汉
章、副总经理的张公权接到命令之

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 愿尽一
切力量， 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
元，始行停兑。 ”

拒不执行， 并不代表不计成本
与一味顽抗。 张公权与宋汉章最大
的担忧是， 因为抗命他们会被北京

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在报刊刊
登公告表示，上海分行营业照旧，并
且对外宣布：

是这噩梦常常变为现实，张公权多年
后回忆当日情形，仍心有余悸。
5 月 12 日早晨 8 时，张公权从

政府解除职务， 而一旦解职可能会
面临无人顶上的困境。 于是两人借
助租界法律， 私下让中国银行的商

“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
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
且为中外观瞻所系， 故以为保全中

家里去上海分行， 离银行还有三个
路口时，即见排队的人已经挤满。他
勉强挤到银行门口， 发现挤兑者估

股股东起诉自己， 这也意味着他们
在起诉期间无法擅离职守， 也无法
被解职。
张公权回忆， 这是为了抗挤兑

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且证之
辛亥大清银行全体瓦解， 幸沪上有
股东会之设立，竭全力以维持沪行，
沪行因赖以保全”。

计不下 2000 人，“争先恐后，撞门攀
窗，几乎不顾生死。 ”这些升斗小民
人数虽然多，但是索取数目并不大，
张公权注意到， 他们手中所持的不

成功，借助股东力量抵制袁氏政府。
在大企业家张謇帮助下， 中行上海
分行成立新的股东联合会主持业
务，张公权被推举为会长，叶葵初为

努力保住现有管理层之后，上
海分行还必须从经济上证明，自身的
实力可以应对即将而来的挤兑浪潮。
挤兑是所有银行家的噩梦，更可怕的

过一元或五元的钞票数张， 或二三
百元的存单一张而已。 （未完待续）

作者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

员。 文稿由吕文莉等记录整理，经作者

民国金融小史

京钞风暴百年祭（上）
文 / 徐瑾

1916 年可谓是北洋政府波折
之年，政治趋向乱局，先是袁世凯
被迫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内阁总
理，西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这使
得脆弱的北洋政府面临更大窘境。
没有监督以及严格的财政纪
律， 政府的账最终往往都是银行
承担， 北洋政府的窘境也让中国

银行和交通银行陷入滥发纸币深
渊， 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信用面
临考验。
袁世凯的谋士梁士诒长期控
制交通银行， 面对无计可施的财
政漏洞， 他和段祺瑞心腹徐树铮
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 天下没有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不透风的墙， 消息走漏反而导致
市场挤兑爆发，从京津开始蔓延，
风波愈演愈烈。

政府赖账 银行着慌
拒绝兑付原本也是没有办法
的办法，因为发的钞票太多，已经
无法兑付， 如北洋政府财政总长
李思浩所言，“内外债方面， 业已
经无法可想；如因军政各费，继续
增发钞票， 必将引起提存挤兑风

账面怎么都无法做平， 无奈
之下，北洋政府不等新财长孙宝琦
上任， 就在 1916 年 5 月以国务院
的名义下令：中、交两行停止钞票
兑现和存款付现。“
停兑令”中称：
“查 各 国 当 金 融 紧 迫 之 时 ，

潮，银行可能即将倒闭，局面将不
可控制”。 据他估算，当时中国银
行和交通银行发行钞票七千万余
元， 其中交行发行额为三千六百
八十二万元， 库存现金只有两千
万元，放出商贷约两千万元外，贷
给政府的约有四千万元。

国家银行纸币有暂时停止兑现
及禁止银行提取现银之法，以资
维持，俾现款可 以 保 存 ， 各 业 咸
资周转，法良利 溥 ， 亟 宜 仿 照 办
理，应由财政、 交 通 两 部 转 饬 中
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
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

这样的发行数额， 自然跟后

付款项， 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一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
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
南去起义。 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
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
虽然停止兑现， 政府勒令商民照
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 商民也
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
道找不出零钱。 假如拿几十、几百
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
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 一盒烟卷
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 不但

来的法币金圆券无法相比， 但因
为当时的钞票并不是法币， 白银
还是作为主要货币在使用， 金属
货币的通胀不容易很高， 这也是
北洋政府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的
原因。 可惜当时格局之下，超发额
度加上各种流言， 已足以让市场
中人心不稳。

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
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两
行一律封存。 ”
“停兑令”一出，摆明了政府
要赖账，银行无计可施，市场就此
一片混乱，纸币的价格愈发走低。
鲁迅对此事念念不忘， 详细记录
了前后经过：

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 那么，
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
铜元。 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
钱去罢， 怎么会有？ 于是降格以
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
票。 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
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
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旧影。

挤兑的噩梦成真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 近期出版
《印钞者》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