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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

社会行动
*

———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

应 星

提要:气是理解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的一个独特概念。本文利用民

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等材料，对气在乡土中国的内涵进行了解析。作者认为，

气在乡土传统中是一个具有较大弹性的范畴，它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

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动力，是融汇

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其具体含义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

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续谱，其中，以

忍御气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
关键词:气 乡土本色 以忍御气 以气立人 任气行侠

一、导 论

关于传统中国人社会行动的研究，远有民国社会学家的开山，外有

华人社会学家的接续，近有本土心理学的兴起，其成果不胜枚举。其中

关于“面子”、“人情”与“关系”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已为国内外学界所

公认(例如，胡先缙，2004:40 － 62;黄光国，2004;金耀基，2006:60 － 81;

翟学伟，2005)。这一系列研究有着一个似乎不争的共识:尽力维持人

际之间表面的相安无事，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然而，传统中国人真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愿或不敢去撕破脸面、

直面冲突吗? 忍耐和掩饰矛盾真的是传统中国人之间惯常的相处之道

吗? 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费孝通(2006: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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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在《乡土中国》里提出的中国是“无讼”社会的说法固然基于对中国

礼治文化的敏锐洞见，但是，这个说法尚缺乏足够的史料考证。海内外

关于中国法制史的一些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说法的反面:明清以来

健讼之风日盛(夫马进，1998:389 － 430;黄宗智，1998;邓建鹏，2006;徐

忠明，2007:44 － 72、114 － 177)。又如，我们在民谚里经常能听到“和

为贵”、“忍为上”、“气大不养人”的说法，然而，同样在民谚里，我们也

能找到“以直报怨”、“人活一口气”那种与此似乎相反的说法。
因此，我们关于传统中国人社会行动的思考，就不能想当然地以对

息事宁人的执着为前提。中国社会不仅存在各地民风的差异，而且，即

使是同一个地方、同一群人甚至同一个人，也是有的时候会努力避免冲

突，另一些时候又不畏正面对抗。故而，问题就在于:传统中国人求取

安宁与直面冲突的机制及分界点何在? 就此，我们的分析仅仅停在中

国人的面子和人情上是不够的。
我曾在研究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集体行动时发现不少集体上访和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并不完全是基于利益冲突，而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

一种伦理的紧张或人格的冲突甚或情绪的爆发。许多积极分子说他们

之所以参与行动，只是因为“咽不下这口气”( 应星，2007)。我称之为

“为气而斗争”的图景，以区别于西方社会常见的“为权利而斗争”的图

景。另有学者发现，“为气而斗争”的图景不仅常见于农民与基层政府

之间，而且也常见于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今天的人们似乎气性越来

越大，日常生活中也弥漫着乖戾之气( 陈柏峰，2007)。这些发现把我

的兴趣引向气在中国乡土传统的体现。一面是“人争闲气一场空”，另

一面是“不蒸馒头争口气”———气也许正是理解传统中国人求取安宁

与直面冲突的一个重要枢纽。而只有理解了传统中国人这种社会行动

的微妙之处，才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人在气性上的变化。
气在中国社会的指涉极其繁杂，我在此无法详加辨析，只能根据本

文的旨趣，离析出“气”在三个层面的用法。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气既

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较为抽象的本原性范畴，又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用语。进一步地，在气指涉的日常生活层面，它既是一个与社会行动主

体无甚直接关联的客体运势概念( 比如，日常生活中会谈及的经济形

势“景气”与否、一个人是否有“运气”，等等)，又是一个与社会行动者

的主体特征直接相联的社会行动范畴。再进一步，在气作为一个日常

生活中的社会行动范畴层面，它既是一个主要由个体人格心理偏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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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的社会行动范畴(如“喜欢斗气”、“小气”、“负酒使气”这些说法

所揭示的偏执、狭隘的个体性格特征)，又是一个主要由复杂的社会与

文化因素所导出的社会行动范畴。① 尽管所有这些层面的区分都不是

绝对的，每个层面上的因素都会相互影响，但要把气建构为一个可用于

社会科学分析的对象，就必须澄清这些层面的差别。本文所研究的气，

非常明确地定位在以上这三个层面的后一面向，也即对具有中国乡土

社会本色、作为社会行动促动力的气的研究。
为深入理解气的中国意蕴，还需简略地对比西方的相关概念。我

们先对西方的相关概念史做一勾勒。西方最早的一个相关概念应属柏

拉图的 thymos( thumos)，其含义有点接近后世所说的“激情”。但这种

西方古典意义上的所谓“激情”，是就理性—激情—欲望的三分法而言

的。Thymos 是人追求尊严的内在驱动力，它表现为对欲望的克服，但

它本身并不完整，应该受到理性的节制(尼科尔斯，2007:16 － 30)。
Thymos 的语境在现代思想中发生了两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变

化以霍布斯为代表，他采用了一个新词 passions 来取代 thymos，把柏拉

图的理性—激情—欲望的三分法变成了理性—激情的二分法，并确立

了激情相对于理性的优先地位(Hobbes，1991)。第二次变化发生在 18
世纪。一方面，理性演化为利益( interest)。因为在霍布斯笔下，激情

(passions)虽有奠定现代政制之功，但毕竟是一种危险的、不稳定的东

西，需要加以驯服。按照赫希曼的研究，当时人们认为驯服激情的方式

有三种:压抑或强制;驯化或利用;用相对无害的激情来抵消和制衡更

危险和更具破坏性的激情。西方历史的发展最后选择了制衡激情的方

式。于是，兼有理性与激情特点的利益以其恒常性与无害性承担了制

衡激情的重任(Hirschman，1997;成伯清，2009)。另一方面，激情又演

化为情感(emotions，或译“情绪”)。因为霍布斯笔下的 passions 以及

另一个近义词 affections 其实都源于奥古斯丁和阿奎那，因而带有浓厚

的基督教色彩。理性时代所开启的世俗化过程开始不断剥离这些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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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思想传统中，气涵括天地四方，为万物之始基、世界之本原，是一个极具中国传统

哲学和文化特色的范畴。而与生命相关的气同时具有生理、心理与伦理的含义。气既是

人的生命基础(即中医理论中的血气概念)，又由这种生命基础( 血气) 决定了人的种种

情感与心理。在儒家看来，由于( 血) 气的本能性、冲动性与盲目性，人的生命境界还需

要通过制与养来加以导引和提升。不过，因为气与志的紧密相通，又使气成为伦理的通

道而具有了某种准伦理性(参见李存山，2009;小野泽精一等编，2007)。



的神学色彩，而赋予其更多的哲学色彩，并最终赋予其完全的科学色

彩。于是，passions 和 affections 先是被 sentiment 和 moral sentiment 替

代，最终又出现了将所有这些相关概念包揽其中的 emotions。“情感”
(emotions)这个概念最初由休谟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而后经过布

朗(Thomas Brown)、斯宾塞、达尔文等人的发展，最终在詹姆斯(Wil-
liam James)的《心理学原理》中得到了最后的确认:即对特殊刺激产生

的机体变化的知觉(Dixon，2003:20 － 25)。
尽管西方思想经历了种种复杂的变化，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条

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一条是理性与情感的分疏。无论是古典的三分

法还是现代的二分法，都强调理性与激情之别、利益与情感之别。这种

思路体现在社会行动分析上，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把理性行动与情感行

动划分开的韦伯社会理论;更具体地，体现在社会运动理论上，就是情

感动员范式与资源动员范式的交替出现(参见赵鼎新，2005)。而在中

国人这里，气化身心而归于一体，理性行动与情感行动常常是以一种浑

然一体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的。另一条基本线索是西方现代性思想中的

原子论色彩。霍布斯最早奠定了激情在现代西方社会的指向———自我

保存。在国家层面，所谓“用野心来对抗野心”( 汉密尔顿等，1980:

364)的思路最后成功地落实在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在社会层面，

社会行动者的激情更多体现为为个人权利和利益而斗争。而与此相对

的是，中国社会具有浓厚的伦理本位、关系本位的特点，这也是面子和

人情在中国社会具有特殊意义之所在。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所谓

“权利”的含义与西方特别是英美传统迥然有别(Perry，2008)。
本文以气为研究视角，即旨在克服社会行动研究中理性与情感的

对立以及权利本位的原子论色彩。
在研究主题上，本文是一项没有前例的探索，不过，在分析材料上，

华人本土心理学家已尝试了一些将具有中国文化味道的概念用于日常

生活分析的方法。比如，李敏龙与杨国枢(1998) 曾通过历代流传的谚

语来理解中国人的“忍”的内涵，这直接启发了本文。因为，要借助正

史来研究乡土社会的小传统是非常困难的。不少地方志虽提及民众的

气，却颇多官方意识形态的偏见，充斥着诸如“负气好斗”、“尚气好

争”、“戾气犷悍”的评价( 徐忠明，2007:114 － 177)。而谚语是民众生

活与思想实践的直接反映，或因押韵而朗朗上口，或因对仗而便于传

诵，从而成为民间观念在空间上传播最广、时间上传承最长的一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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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尽管传统文人常常参与创作，甚至官绅有时也加以改造利用，但谚

语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间观念(赵世瑜，2002)。比叙事文学更能

反映民间传统的传统戏曲则是研究中国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另一个重要

入手点。① 为此，本文在分析的材料上将综合运用民间谚语和传统戏

曲。本文所引的大多数谚语出自温端政主编(2004) 的《中国谚语大

全》。有学者估计，中国传世的谚语大约有 30 万条(武占坤，2000)，该

书收录了 10 多万条，当属收录汉语谚语最全的辞书了。本文所引戏曲

出自王季思(1999)在明人臧晋叔所编《元曲选》等基础上整理出来的

十二卷本《全元戏曲》。必须承认，奠基在目前这些材料上的分析还是

非常初步的、启发性的。要把“气”这样一个极具中国味道、却又极其

含混的概念真正改造为一个中国社会学的适用概念，还需要长期、深入

的，特别是以田野调查和史料分析为主的经验研究。

二、以忍御气与以气立人:日常生活中的气

由于气的内涵的复杂性和含混性，本文先把乡土中国的现实世界

划分为日常生活与抗争政治两大类，然后根据材料对气在这两类现实

世界中的各类展现形态进行归纳，最后再总结出中国乡土本色的气的

内涵。本节先分析日常生活中气的不同形态。

( 一) 以忍御气

从中国儒家文化的大传统来说，( 血) 气尽管是人的生命力的基

础，且具有自尊自强、富于勇气的心理含义(如晏婴所谓“凡有血气，皆

有争心”［《左传·昭公十年》］)，但还不是人格的至高境界，需要靠志

(伦理或良知) 来引导和提升。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

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

上》)。儒家的这种大传统自然会对民间小传统产生重要影响。民间

也常见各种关于“忍”的劝诫和警示，我总括为“以忍御气”。但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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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些法律学人新近就开始尝试用传统戏曲或谚语来做研究( 参见苏力，2006;徐忠明，

2007:1 － 43;霍存福，2007)。



忍御气在乡土小传统的展现方式并不与儒家文化完全重合。①

1. 以忍御气是修身之道

我们首先来看看儒家文化对气产生直接影响的部分。从孔子的

“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到荀子的“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

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荀子·修身篇》)，强调的都是以礼修

身、惩忿窒欲及“和为贵”的思想。民间谚语对此也有相应的反映。
民谚谓“人争闲气伤元气”。何谓闲气、何谓元气呢? 另一句谚语

说得很明白:“血气之怒不可有，礼仪之怒不可无”。也就是，凡与礼仪

无关的血气之争，都是破坏个体平衡和社会和谐的闲气。君子与小人

的区别正在于“君子量大，小人气大”。
谚语中还有另一种说法:“乖气致戾，和气致祥”。乖与和这两种

状态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象。而乖戾之气又与对中国人至关重要

的家运联系在一起:“家和万事兴”;“斗气不养家，养家不斗气”。如果

非要因琐事而闹上衙门，就会被看成是如打虎与别祖先一般危险而叛

逆:“打虎、告官、别祖先，三般事情做不得”;“告官打虎，辞别祖宗”。
因此，气是需要养的。“才出于学，气出于养”。而所谓养，又与忍

紧连在一起———“为人处世两件宝，和为贵忍为高”，“争气不如忍气”。
忍不仅能占据主动，“让几分时也无妨，处世让一步为高”;也不仅可以

心宽安居，“得理让三分，高寿享不尽”;而且还可以避祸消灾，“礼让息

干戈，能忍者自安”，甚至可以“吃小亏占大便宜”，“和气生财”。
2. 以忍御气是人情之道

下面再来看与儒家文化相关、但更具乡土本色的一个因素。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对儒家伦理来说，“何

谓人情? 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非学而能”(《礼记·礼运》)。
也就是说，人情是人的自然情感，通晓人情的人能够将自己在各种生活

处境中的感受推己及人，这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

灵公》)。进一步说，个人必须与家人讲亲情( 特别是孝悌之情)，与朋

友讲友情，与熟人讲人情，与自己关系越近，人情越重，而与自己毫无关

系的陌生人则被排在人情关系圈之外。这正是费孝通(2006:20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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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古人早总结出了专门的《忍经》( 许名奎等，2007)。李敏龙、杨国枢(1998) 把忍分为十

类:欲望之忍，情绪之忍，性情之忍，道德之忍，立身之忍，机运之忍，人伦之忍，对待之忍，

富贵之忍，治事之忍。这些类型又被进一步归纳为三类:关于道德修养之忍，关于人际关

系之忍，关于社会成就之忍。



所说的“差序格局”。
对于乡土社会，人情的重要性还基于一种特殊状况:乡土社会的封

闭性与不流动性注定了社会关系的长期性。由于聚族而居，终身甚至

世代相守在一个村落里，人们的关系不一定都是亲密的，但一定是紧密

的。人与人被千万根线联结着，许多时候是彼此需求的，绝不可能老死

不相往来。而且，你今天在村庄得势，你或你的子孙今后在村里未必会

永远保持强势。因此，人们必须考虑日后如何相处的问题，行事不能就

事论事，为人不必睚眦必报。所谓“当面留人情，日后好相逢”;“忍一

时之气，免百日之忧”。有谚语说“人一状，十年不忘”。实际上，在一

个熟人社会里，公开的决裂对人际关系所造成的影响何只十年，很可能

会演化为世仇，“一代官司三代仇”。图一时痛快，任气而为，往往是殃

及子孙的行为。因此，即使是对对方的行为不得不做出反应时，也须反

应适度，留有余地，妥协互让。“得放手时且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
如果家人邻里之间发生了纠纷，尽量不要去告官，而是要寻求民间调

解，因为“官断不能息，人愿自能息”。究其根本，“树活一张皮，人活一

张脸”;“树要树皮，人要面皮”———脸面事关一个人的道德人格与社会

地位及声誉，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人们行事不能伤及面子，撕破脸皮。
这样做，一方面是防止对方因被伤及根本而产生过激的反应;另一方

面，基于中国人“报”的社会运作逻辑(翟学伟，2007)，现在给对方留面

子，也是为日后对方给自己留面子。
3. 以忍御气是避讼之道

关于中国的无讼文化，其说法最早来自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

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在如何能够做到无讼上，儒家采取的

主要是规劝教化的方式。但事实上，民众不敢轻启词讼，并不全然是从

道德的角度来考虑，更多是出于利害上的计算，是对诉讼所带来的不

测、不利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的考虑。所以，与其说民众是“厌讼”，不如

说是“惧诉”。徐忠明(2007:33 － 40)对谚语中透出的民众避诉心态做

了很好的总结，我下面直接引用其分析结论，只是增补《中国谚语大

全》中的谚语来加以印证。
在民众看来，诉讼所造成的后果是:其一，后果不明，因为“官断十

条路，九条人不知”，“打官司凭门多，打架凭人多”，“大官司靠天地，小

官司靠运气”;其二，旷时费业，“官司悠悠，三冬九秋”;其三，危及未来

利益，“仇宜解不宜结”;其四，身心痛苦，“穷人上堂腿肚子转”，“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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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越打越害怕，过黄河越过越胆大”;其五，经济成本高，“八字衙门朝

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斗大的官司，要天大的银子”，“一场官司一

场火，任你好汉无处躲”，“久打官司光景缩”。这样，就产生了关于民

众诉讼心理的一个著名谚语:“饿死不做贼，气(饿)死不告状”。
4. 以忍御气是施压之道

不过，在徐忠明对谚语中民众诉讼心态的总结中，忽略了一条特殊

的法谚:“会打官司打半截，不会打的打到头”。说它特殊，是因为多数

法谚围绕着打还是不打官司的问题，而它说的却是打半截官司的问题。
为什么说“会打官司打半截”呢? 黄宗智(1998:182 － 185) 在对清

代民事诉讼的研究中发现:大多数诉讼当事人既非不屑于细事诉争的

正人君子，也非如同讼棍一般的刁民。他们是本分的平民百姓，为解决

争端或保护自身利益而不得已去打官司，仅仅呈状投诉并不一定意味

着把官司打完，许多人是把告状当作在纠纷中向对方施压的一种手段，

以便在村庄的调解过程中占据上风。因此，以忍御气，并不意味着完全

不能去打官司，而是说在选择了打官司后须适可而止，通过施加压力而

回到调解妥协之路上来，并非要在诉讼这一条道上走到黑。
5. 以忍御气是听命之道

在民众以忍御气的考虑中，还有一个儒家文化付之厥如的因素:命。
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

问》)。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命的观念是他们在底层苦熬日子的重要支

撑，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命的观念使不平、苦难和不公在民众心中合法

化，从而安然去承受①———“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 二) 以气立人

仔细分析材料可以发现，强调对气的克制仅仅是乡土传统的一面。
在某些情况下，气的迸发又具有毫无疑义的正当性。我称之为“以气

立人”。其表现形态有下面几种。
1. 逼仄的挣扎

儒家和官府劝导民众无争的基本逻辑是不要因小失大，即因鼠牙

雀角之争而失去礼义之本。然而，所谓“鼠牙雀角”的断语出自无衣食

811

社会学研究 2010. 5

① 关于中国底层民众对命的理解，参见韩丁 (1980:52);Harrell(1987:90 － 109);明恩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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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忧、居庙堂之上的官绅，对底层民众来说却未必然。斯科特(2001:

1)在其名著《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开篇就引述了另一位学者托尼关

于农民生活境况的一个比喻:他们“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

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水深齐颈的确是许多地区农民

的基本生活处境。由于物质生存空间的极端拥挤，农民对实际利益的

关心远超礼义。许多时候，看似鼠牙雀角，实际却关联着人的物质生存

底线。因此，谚语里又有“饿死不如拼死”的说法。
我们以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戏曲之一———《窦娥冤》为例来做一些

分析。窦娥的父亲是个秀才，却是“读尽缥缃万卷书，可怜贫杀马相

如”，“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得亲儿在两处分”( 关汉卿，

1999:182 － 183)。赛卢医行医为生，却也穷困潦倒，仅因欠蔡婆的二十

两银子就起了杀人之心。张驴儿父子本已成功地威逼蔡婆与张驴儿父

亲成亲，而蔡婆刚一生病，张驴儿即生毒死蔡婆之意。尽管这些戏剧人

物有着鲜明的道德褒贬色彩，但我们可以看到，窦娥的父亲、赛卢医与

张驴儿所同属的社会底层在物质生活上的逼仄，动辄以儿女相送、生死

相逼。窦娥虽然蒙受了天大的冤，但这冤并不完全来自张驴儿，也不直

接来自太守桃杌的徇私枉法，所以她才说“不告官司只告天，心中怨气

口难言”。结果，她发出的毒誓之一就是“着他楚州大旱三年”( 关汉

卿，1999:206)。正如苏力(2006:125) 指出的，这是一种社会的“连带

责任”或“集体责任”，只有一个感到自己被整个社会冤屈和放逐的人

才可能对社会有这种强烈抗拒和挑战，才会有这种愤世嫉俗。我们不

在这里讨论窦娥发毒誓的道德性问题，只是想透视这个毒誓背后的社

会背景，即底层民众相互缠绕在水深齐颈中的生存状态。
2. 直报的儒礼

不过，以气立人更重要的表现形态还在于超出物质利益的因素。
我们前文提到过，报的逻辑使中国人行事时常常给对方留面子，以期日

后对方给自己面子。学界最早分析“报”这个概念的是杨联陞(2009)，

他更多强调的是报恩。文崇一(2006) 在接续的研究中则更多强调了

报仇。其实，报恩与报仇正是报这种运作逻辑的两个方面。
报的逻辑最早还要追溯到孔子那里。关于血气，孔子有一段著名

的话:“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

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人们

很容易以为孔子把血气与戒联系在一起，说明他对血气采取的是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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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抑制的态度。但若仔细推敲，可以注意到孔子用的词是“戒”而非

“禁”———戒只是说必须慎用而已。为什么孔子对私斗不持非议呢?

这正如钱穆(2004:107、109) 所看到的，“儒者终言养勇，言不辱，言复

仇，而未尝明斥斗争，则以斗为古礼，儒者循礼，故不知非也”;“在上者

虽有和难解仇之法，在下者亦有寻难报仇之礼也”。这也可以解释孔

子为什么会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论语·宪问》)。何为直? 按

荀子的说法:“是谓是，非谓非，曰直”(《荀子·修身》)。就此，后人对

孔子的“使无讼”就有了新解:“圣人所谓‘使无讼’者，乃曲者自知其

曲，而 不 敢 与 直 者 讼，非 直 者 以 讼 为 耻，而 不 肯 与 曲 者 讼”( 崔 述，

1983)。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这样的谚语:“以直报怨，以义解仇”，

“有恩不报非君子，有仇不报非丈夫”。在大恩大仇、生生死死这样的

问题上，中国人讲究的是“一报还一报”。
我们同样以一部著名的元曲———《赵氏孤儿》为例来分析。在这

部千古流传的戏里，既有知恩报恩的典型———程婴、公孙杵臼，“有恩

不报怎相逢，见义不为非为勇”;更有知仇报仇的典型———赵氏孤儿，

“谁着你使英雄忒使过，做冤仇能做毒? 少不的一还一报无虚误”。既

有屠岸贾斩草除根失手的教训;也有赵氏孤儿回手“断首分骸祭祖宗，

九族全诛不宽纵”、“把奸贼全家尽灭亡”的决绝。既有韩厥将军舍身

释孤的恩举;也有他所谓“是必教报仇人，休忘了我这大恩人”之期盼

在 20 年后的应验:“韩厥后仍为将军”( 纪君祥，1999:614、630、615 －
616、634、609)。《赵氏孤儿》给我们营造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关于“直

报”的“气场”———谁身在其中，都必为其所融化。
3. 承认的政治

如果民众明知打官司面临种种不利后果，而他们若不是在物质生

存上被逼到了绝路，也不是基于在生死之类大事上“一报还一报”的行

动逻辑，那么，他们是否还可能为细故琐事而打官司呢? 所谓“劝君气

死莫告状，赢得猫儿卖了牛”，这是生活中的常理。但我们要问的是:

民众是否都会因为在猫与牛之间的算计和掂量而放弃告状呢? 所谓

“人争一口气，树争一张皮”，又该作何理解呢?

萧公权(1999:858) 认为，虽然中国乡村的居民以性好和平著称，

可一旦基本利益发生危机，或者个人的情绪被激发起来，他们仍然会为

任何一种想象得到的事情———从即将收获的农作物被偷盗到干旱时期

灌溉的利用;从微不足道的人身侮辱到对家庭或家族声望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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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争执和斗争。萧公权列举的这四种争执中，前两种大体属于我们

前述的物质生存空间之争，后两者则属于人格和声誉之争。既然中国

民众“性好和平”，那么，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侮辱和毁誉为什么会

激怒他们呢?

在泛道德化的传统中国，在安土重迁、世代厮守的乡土社会，人们

在纷争初起时，对于自己的权利主张并不敏感，而是讲求好意的互让，

讲求能吃小亏。正如寺田浩明(1998:212 － 213)所说的:“认识到自己

生业的脆弱性，同时又有一定余力的话，在每日的生活中为了避免暴力

冲突而支付某种程度的代价，对于生活在那个空间的人们来说属于一

种常识性的选择。对于对方得让且让，自己有理也不要过分———于是，

自然而然出现的就是这种厌恶‘硬要’、尊重‘让性’的社会伦理。”但

是，“总让步决不是办法，这也是那个世界里的常识。于是，归属于自

己的正当利益之不稳定性和事实状态上的模糊性，反而在另一个方面

促成了人们不愿让步、不能让步的倾向。实际上，一旦发生争执，为了

保卫自己的利益，人们往往可能作出过份的反应。日常的生活世界于

是充满了‘反·互让’的主张和过剩的自我防卫”。也就是说，一方面，

中国人强调克己复礼，忍让互容;另一方面，中国人并非一味退让，一味

忍气吞声只会使当事者在当地社区落入不被当做人的地位。当对方

“给脸不要脸”、欺人太甚的时候，当自己无端蒙冤、受轻贱的时候，①物

质利益已经完全不重要，它已触及了当事者的伦理生存底线，于是，克

己复礼就会变成忍气吞声，进而变成忍无可忍，他们就会起而为保卫自

己的人格尊严、追求基本的社会承认而投入坚决的、执着的战斗( 应

星，2007)。一旦面子被无情撕破，人们就会表现出“大丈夫可杀不可

辱、大丈夫宁折不弯”、“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坚毅和勇猛，就会

展露出你死我活、锱铢必较、从头算账②的总体性战争的残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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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时也会有当事者为引起官府注意而架词设讼、夸大其辞的情况。谚语“无谎不成

状”就多少描绘了这一状况( 参见徐忠明，2006:22 － 70)。但这种情况不属于我所分析

的承认的政治的类型。
在聚族而居、关系紧密的村庄，人们的确不肯轻启讼端，但在鸡毛蒜皮的日常纠纷中所负

之气却可能在“面子”和“人情”的遮掩下一点点积淀下来，凝成每个人心中的账本。一

旦到面子被撕破、忍无可忍或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可能不会就事论事，而是要本着“冤有

头、债有主”的记忆，来清算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甚或家族与家族之间错综复杂、日积月累

的总账，正如滋贺秀三(1998:14)所说，“中国人具有不把争议的标的孤立起来而将对立

的双方———有时进而涉及到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和总体考察的倾向”。



滋贺秀三(1998:13) 把中国人这种性情称为“常识性的正义平衡

感”。不过，我更愿意借用霍耐特所谓“为承认而斗争”的说法。在霍

耐特(2005:170 － 171)看来，“社会反抗和社会叛乱的动机形成于道德

经验语境，而道德经验又源起于内心期望的承认遭到破坏”，而“那种

先前被化作碎片和私下处理的蔑视经验在这一视界中就可能成为‘为

承认而斗争’的集体道德动机。”中国人基于以退为进、底线抗争、绝地

反击的逻辑，表现出的是“人活一口气”的决绝。这种活气的逻辑涉及

中国人何以立人的根本问题，它表面上与以忍御气相悖，实际上却是它

的补充，两者合构起了中国人完整的道德人格与伸缩有度的行动空间。
我们以中国传统戏曲中最有名的清官( 包公) 戏为例来分析。包

公之所以在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被反复咏唱，就是因为在他身上代表

了民众平抑豪强暴行的期盼，他被视为民众“承认的政治”的担纲者。
元杂剧中存有包公戏 11 种，我们要分析的是其中惟一一部有关民事案

件的杂剧———《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之所以专选这部杂剧，是因为

民事案件不像刑事案件那样总是事涉人命或夺妻逼婚这样的大事(参

见徐忠明，2002:445 － 462)，在那些较小的事端上更能体会中国人所谓

“为承认而斗争”的意味。
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汴梁郊外的一对兄弟家庭中。因为某年遭

灾，田产欠收，官府要求农家分房减口，到其他有收成的地方去谋生

(时称“趁熟”)。弟弟刘天瑞自愿带着一家三口背井离乡，临行前与哥

哥刘天祥签下一纸合同，表明只是暂时外出趁熟，家私田产均未分。不

料刘天瑞夫妇很快客死异乡，留下 3 岁的小儿安柱，被一好心人收养。
安柱长到 18 岁，知道父母身世后，回故乡要求将父母骨骸归葬，却被刘

天祥的续弦骗走合同，还被打破了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天瑞一

家是如何被一步步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的:他们“辞故里往他州，只为

这田苗不救”，趁熟虽然是奉官府命令，但做哥哥的刘天祥一家本已欠

下弟弟一家的情分;而刘天瑞夫妇“为人离乡贱，强经营生出这病根

源”，最后抛下孤儿双双离世，更应博得世人尤其是兄长一家的同情，

但十多年过去了，从不见刘天祥出外打探消息，寻觅亲人———“他可也

为什么全没那半点儿牵肠割肚? 全没那半声儿短叹长吁”? 当安柱

“整受了十五载孤独”，为“将骨殖儿亲担的还乡故，走了些偌远路程”，

终于回到老家时，刘天祥的续弦因为担心安柱来分家产，不仅没有半分

认亲之意，反而将安柱手中的合同骗来藏匿;而刘天祥———安柱的亲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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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也稀里糊涂，爱理不理，听任他女人无情无义的行为。最后，安柱虽

然生性善良，性好和平，“本为行孝而来”，“又不争什家和计”(无名氏

a，1999:220、221、231 － 232、238)，但终于被无情无义的伯父一家逼到

了对簿公堂、为气而斗争的地步。

三、任气行侠:抗争政治中的气

下面要分析的是气在乡土中国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关于

这个概念，参见 McAdam et al. ，2001:7 － 8)中的展现形态。与日常生

活相较，这里所说的抗争政治有三个特点:其一，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基

本上是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而抗争政治主要涉及民众与国家之间

的关系;其二，日常生活分析的基本行动主体是单个的个人、家庭或宗

族，而抗争政治分析的基本行动主体是多个个人、家庭或宗族组成的群

体;其三，日常生活分析的行动基本是制度内的行动( 包括打官司在

内)，而抗争政治分析的行动是制度外甚或反制度的行动。我把气在

抗争政治①中的总体形态称为“任气行侠”。其具体含义可以从三个层

面来理解。

( 一) 气的地方性

前文所说的以气立人的逻辑有时可以跨越民众与国家、个体与群

体、制度内行动与制度外行动的界限，从而使抗争政治成为日常生活的

自然延伸形态。不过，在更多的时候，抗争政治凸显的逻辑与日常生活

绵延的逻辑是相背离的。集体抗争行动并非乡土社会的常态，抗争者

通常也并非小农社会中“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的主流人群。可以

说，在抗争政治涌现的地方，出现了一种特别的气。这种气在乡土中国

并不具有普遍性，而是特定地域的文化传统、生态环境和社会结构带来

的。这也是孟德斯鸠(2009) 意义上的“民风”(moeurs) 在广袤的乡土

中国的体现。那么，这种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气到底从何而来呢?

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各地的民间宗教虽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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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义和形式盛行于民间，但这些民间宗教基本上是对帝国运作逻辑

的隐喻式模仿，并不具有对帝国秩序的颠覆性( 王斯福，2009)。中国

秘密社会和民间宗教真正的革命性因素在于从佛教传入的千禧年说

(魏斐德，1988:140)。最早提出千禧年运动并将其视为社会运动的古

朴形式的是著名史家霍布斯邦。他认为，对在千禧年实现对世俗世界

彻底改变的盼望、对一个翦除了所有当下缺憾的世界的盼望，这是任何

一种革命运动所内在的本质( 霍布斯邦，1998:94)。正是千禧年思想

的深入，才使得诸如在中国北方流行的白莲教教义具有了激进性格，并

将其教徒引向了与国家的对抗。所以，韩书瑞(2009:3) 认为这样的教

派其实是非大众化的。也就是说，某些具有千禧年思想的民间宗教在

一些地区的流传，使这些地区的农民具备了其他地区的小农一般不具

有的激进性。“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黄巾军)、“七十二家开黄道，专

等一家来收元”(白莲教)之类的谶语，便是这种激进思想的简明表达。
后来，裴宜理(2007:10 － 11)在研究淮北的叛乱和革命时，也明确提出

了农民抗争政治起源的地方因素说，不过，她所强调的地方因素并非民

间宗教和地方文化，而是地方特殊的物质生存环境。在她看来，某些地

方农民抗争政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特定的生存环境压力下为生

活和生存而开展竞争活动的延伸。谚语“穷山恶水出刁民”即道出了

几分真谛。孔飞力则给我们展示了理解气的地方性的第三种渊源。他

在对中华帝制晚期历史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人口压力和流动所造成

的政治后果。从 17 世纪末到 19 世纪中期，中国人口从一亿五千万迅

速增长到了四亿三千万。人口剧增对抗争政治带来的影响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人口压力通过大量的国内移民而扩散开来。在重血缘宗法的

乡土中国，移民往往处在充满敌意的陌生人的包围中，传统的社会纽带

被削弱或割断，只有秘密结社这种虚拟亲属结构才能给移民们以安全、
互助和组织安排。而秘密会社在这些地方的发展正是抗争政治兴盛的

温床(孔飞力，1993:140 － 154)。另一方面，人口压力也使一些地方的

农民失去土地，成了流民。而失去土地的流民往往放弃了对传统礼法

关系的遵从，改变了传统小农怯弱、保守的性格，成为甚易被抗争政治

所召唤的社会力量。流传山东境内的谚语“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

下关东”，说的就是人口压力带来的流民潮。
无论是民间宗教的影响，还是地方环境的压力，无论是秘密结社的

出现，还是流民力量的兴起，这些都使一些地方的民风从中庸转为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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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从而构筑起抗争政治活动在这些地方不断出现的基础。

( 二) 气的进攻性

既然抗争政治中的气具有地方性，那么，这种气与日常生活中的气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条著名的谚语告诉

了我们第一个变化:气从一种防御性策略变成一种进攻性策略。
裴宜理(2007:60) 把华北农民的生存策略分为两类:以攫取他人

财富为目的的掠夺性策略和努力阻止他人进攻的防卫性策略。这个分

类原是分别指贫苦农民与富裕农民的生存策略。我在这里借用这个分

类法来区别气在抗争政治与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形态。日常生活中以气

立人的逻辑尽管在行动上也可能表现得比较激烈，但它基本上是一种

防御性策略，即为避免自己原有的物质利益、社会地位遭到削弱或剥夺

而采取的行动。而在抗争政治中的气，有的时候是出于提高自己的生

存境遇或社会地位而采取的行动，有的时候则是出于为别人打抱不平

的行侠仗义之举，还有的时候只是图自己的一时痛快。因此，在抗争行

动搭建起来的江湖上，既有“以节义为本”的侠气，时常也夹带着几分

“以武犯禁”(《韩非子·五矗》)的匪气。
我们来看元曲里的一部水浒戏———《黑旋风双献功》。在这出戏

里，宋江一出场就给梁山好汉的气来了个集体写照:“家住梁山泊，平

生不种田。刀磨风刃快，斧蘸月痕圆。强劫机谋广，潜偷胆力全。弟兄

三十六，个个敢争先。”接下来，李逵救宋江老友孙荣、杀陷害孙荣的白

衙内及与之勾搭成奸的孙荣妻郭念儿的故事就仿佛是梁山好汉们的一

个特写。李逵“从来个路见不平，爱与人当道撅坑”，这次见兄弟孙荣

含冤负屈，便化装潜入牢房，“我解放了俺哥哥，则不俺哥哥一个人，我

把这满牢房里人都放了”。后来又想到两个作恶者“那一个滥如帽，这

一个淫似狗。端的是泼无徒贼子更和着浪包娄，出尽了丑、丑。情理难

容，杀人可恕，怎生能够”。于是，“虽则是婚姻注定前生有，到的我黑

爹爹一笔都勾”，“再将他衣服上扯下一块来，捻做个纸捻，去腔子里蘸

着热血，在白粉壁上写道: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杀了这

白衙内来”，并“将着这二颗头，到梁山泊上宋江哥哥跟前献功去来”
(高文秀，1999:551、557、573 － 574、576 － 577)。显然，江湖人的快意恩

仇与寻常百姓的以直报怨的一个不同就在于他们行动的主动性和进

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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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气的伦理性
“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条谚语则告诉了我们第二个变化:气在抗争

政治中从一种准伦理上升为一种伦理。
无论在中国思想传统中，还是在乡土日常生活中，气本身只具有准

伦理性，它要受到儒家伦理的规制。不仅以忍御气以礼治思想为基础，

以气立人的行动也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或制约。但

是在抗争中，气本身已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居于至上地位的伦理，气

由此演化为义气。《水浒》和《三国》故事就是这种义气的最好诠释。比

如，我们在元曲《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中可以看到，刘备、关羽和张飞在桃

园结义时“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一在三

在，一亡三亡”，“结为昆仲义相投，临危同死入坟丘”(无名氏 b，1999:

497、500)———江湖这种独特的绿林道德观完全打破了以血缘为纽带的

尊尊亲亲的宗法关系，而代之以“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歃血盟誓、义薄

云天”的兄弟，义气成为社会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孙述宇，1981)。

四、小 结

现在我们可以对作为社会行动范畴的气在乡土中国的全部内涵做

一小结。气在中国乡土传统中既不是纯生理的冲动，也不是纯利益的

反应，它是一种融汇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国人在人

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

根本促动力，它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①再

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续谱，其中，以忍御气

是主流，以气立人是补充，任气行侠是特例。就以忍御气而言，御气的

关键是儒家的礼治伦常以及小农的理性计算;就以气立人而言，也是兼

有儒家伦理和小农理性的影响，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构成了以忍御气逻

辑的补充，构成了中国人塑造道德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再就任气行侠

而言，气背后的儒家伦理被颠覆，气在此上升为一种具有至上伦理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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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讨论，参见邹川雄(1999)。



的义气。也因为气与伦理的这种关系，气在以忍御气时得到了良好的

调控;在以气立人时，这种气的迸发尽管确有相当的正当性，却也可能

造成某种失控;而在任气行侠时，由于气本身被赋予了伦理性，因此，被

解除了任何控制和约束而放任自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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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view on the social network of“homogeneity”published by M.
McPherson et al. has raised deep academic thinking，leading to criticism given by T.
Mouw，who proposed that social network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omogeneity and
endogeneity，and social networks may be un-significant in job search. This study re-
examined the homogeneity and endogeneity of social networks. The article explains
from the source of homogeneity: although the preferences of actors are to build a large
number of heterogeneous relationship，the cost to maintain it is higher and it is hard
to respond to the interaction request，which leads to the short term life cycle of the
heterogeneous relationship; therefore， long-term cumulative effect leads to the
researchers’ observation that most actors have more homogeneous networks than
heterogeneous ones. The author found when the social network has positive functions，
social network user are the actors with good relations，which is Endogenous Type I
mentioned by T. Mouw; but when the network shows a negative function，the capable
actors tend not to use the network，which is a special Endogenous Type II this
research found. Therefore endogeneity proposed by T. Mouw does not have universal
application.

Stimulation and Exten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of
Homeowners’Rights Protection Movement in B city Liu Zixi 83……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scribes and analyzes homeowners’ rights protection
movement in B city，and trie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why trajectories of the
movement are diversified and how they reflects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in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due to the lack of
appropriate social space，the law simultaneously plays as“rights weapons” and
“rights bottleneck”. The tension in such dual properties expands the rights protection
movement into social action along three dimensions，i. e. ，organization，system and
status. Social action in expansion reconstru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w and
society involved in the movement and accelerates the growth of civil society.

“Qi”and Social Action with Rur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study
based on proverbs and traditional operas Ying Xing 111……………

Abstract: “Qi” is a special notion about social action with rural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notion in rural China，where the connotation
of qi is expressed through proverbs and traditional opera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qi is
both a motive force of guarding the dignity and molding the personality，and some
kind of passion that fuses instinct and reason，morality and interest. The connotation
of qi forms a continuum of passion，from a sort of restrained passion to an erupting
passion，and to the code of brotherhoo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he
principal aspect of its connotation is controlling qi with tolerance，the second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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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personality with qi，and the last is advocating chivalry by qi.

Zero-inflated Poisson /Negative Binomial Modeling for Sociologist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induced abortion in China

Wang Cuntong 130
…………………

………………………………………………

Abstract: This study introduced Zero-inflated Poisson /Negative Binomial modeling
(ZIP /ZINB) technique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s.
Hoping to help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and feel comfortable to use these
analytical tools，the author took an example about induced abortion in China to
demonstrate major concepts，analytical strategies，and advantages of ZIP /ZINB
modeling technique by comparing the analytical results of ZIP /ZINB with the
Poisson /NB results.

The Changes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Zhuge Weidong 149

…………
………………………………………………

Abstract: The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which grew out of
associations and publications，is a mechanism of social introspection. The way it
affects the society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establishmen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y bears an internal connection to Japan ＇s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change，in both theory and methodology，it has gone from
Modernism，Marxism，Anti-Modernism，to a mass-based perspective on histories and
social historie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by tracing the historical use of terminologies like “the
people”，“the general public”and“the citizen”，thereby argues for a specific
approach to analyze post-war Japanese intellectu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Space: A concept of sociology Zheng Zhen 167……………………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the concept of spac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ociology，and lays open the sources of though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of the turn of spac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ology. This turn understood the concept of space as a social ontological
concept，absorbed and transcended the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theories of space. It
criticized objectivism，universalism and historicism. But its perspectives of space
tangled with Cartesian dualism in different degrees，and have been limited by the
dualism of time and space. Hereby the author forecasts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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