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解革命发生学的新路径和新视阈

———18 世纪法国的政治、话语和公众舆论研究

洪庆明

【提要】 早在旧制度末期，法国启蒙精英阶层就已意识到公众舆论在当时政治与社

会中的重要影响。19 世纪以来，史学家们也在不断地谈论旧制度末期的社会精神或公众

舆论，希图从中找出革命的精神源流。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公

众舆论才成为史学家专门关注的对象。西方学者或追踪政治话语的变化，或关注民众的日

常言论，或研究旧制度下的公共交往机制，以把握该时期法国社会集体政治意识的转变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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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旧制度末期，法国一些政治和文化精英就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时代的社会精神氛

围业已悄然转变，一种被称为公众舆论的无形力量，成为凌驾于绝对王权之上的新权威。
在他们看来，这种新兴的权威，是法国君主制政治实践的产物。它抽象无形却又无处不在，

永恒公正地裁决着世间万事万物。1789 年大革命的发生，给启蒙时代文人所谓的这种社

会精神赋予了历史维度和意义。自 19 世纪以来，史学家们继续对之探幽发微，力图从中辨

识出革命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动力之源。但从总体上来说，在革命史学传统里，史学家们都

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谈论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或曰公众舆论。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

着旧制度与大革命史领域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公众舆论才成为众多论著专门关注的对

象，且上升到与传统史学中阶级斗争概念同等重要的地位。这股新的研究潮流，或通过话

语分析路径追踪旧制度末期公众舆论的转变轨迹，或从社会大众的具体经历探测他们的政

治意识世界，或利用公共领域理论研究公众舆论的发生机制和实质内容。大西洋两岸的史

学家们在这些研究中，一方面实践新的方法路径，构成了 20 世纪 80 年代新文化史异军突

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从多种不同的视角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旧制度史的研究视阈，

深化了我们对启蒙与革命之间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因此，笔者不避浅陋，试图对该领域的

相关研究进行简略的回顾和评估，以就教于方家。

一

曾在路易十六政府担任财政总监的雅克·内克尔，在政府财政危机和宫廷斗争中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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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后，1784 年出版了《论法国的财政管理》，为自己任职期间的财政政策辩护。在该书

中，内克尔大力强调公众舆论在法国社会强大而合乎理性的作用。在他看来，路易十四时

代杰出之士对美的追求催生了公众舆论，其力量自摄政时代以来在法国持续增长，如今已

达到难以撼动的地步。“她统治着所有人的头脑，只要不被过度的激情冲昏头脑，连君王自

己也都尊崇她。”①公众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至高的权威，按照内克尔的解释，是因为她是

所有人意见的集合，是一种社会精神，她时刻监察着和公平裁判着一切，政治利益不能使她

分神，专制主义不能将她专为己用，过度狂热的激情亦不能让她屈服。她作为“一种无形的

力量，没有国库，没有卫兵，也没有军队，却向城市、宫廷乃至国王的宫殿发号施令”，大部分

外国人很难完全理解公众舆论在法国行使的权威。② 但身处权力斗争中心的内克尔，显然

意识到了这种无形的社会力量。他出版著作，希望通过争取舆论支持，以图东山再起的机

会，这正说明了公众舆论的力量已然成为王权决策重要的考量因素。
内克尔的乐观情绪在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并非孤例，许多开明的知识精英都热情地赞美

公众舆论作为遏制专制主义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雷纳尔神父声言: “在一个思考和讨

论的国度里，公众舆论是政治统治的原则，在没有给出服众理由的情况下，政府绝不能反舆

论之道而行事，在没有给它清楚解释的情况下，也不能无妄地反对它。”③活跃于巴黎启蒙

文学界的梅西耶，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今天，公众舆论已在欧洲具有了不可抗拒的压倒性

力量。因此，在估量启蒙运动的进展及其产生的变化时，我们可以预期，它将会给这个世界

带来最大的好处。”④

与内克尔不同，在梅西耶眼里，这种有益于社会的“健康精神”，并非是君主荣耀的结

果，相反，是因为专制政府禁止人们研究现实政治。⑤ 任何问题都不能自由地表达，法国人

只好转向抽象的文学，作家因此成为法国社会的话语领袖，担当着引领社会精神的角色。
他声称:“作家传播了这些真正的财富，给我们带来了更健康更温和的思想，激起我们平和

宽容的美德，这样的美德形成并装点着这个社会。”⑥面对当时法国令人压抑的社会政治权

威，他乐观地期许，这种理性开明的精神氛围在社会中普及开来，将产生一场有益的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紧随启蒙时代发生了革命，且这种精神氛围的转变在促成革命上

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梅西耶这里所言的革命，指的仅是法国社会精神氛围的变化，即平和宽

容逐步取代专横压抑。我们不能在历史构建中为了证明那场革命发生的必然性，断章取义

地将之视为启蒙文人已预见到大革命的证据。事实上，18 世纪法国的启蒙精英们不可能

也不愿意设想那样一场革命。梅西耶笔下的那种抽象唯美的思想氛围，与随后发生的革命

有何关联? 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由后世的历史学家去探索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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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期，托克维尔在探寻大革命潜在的源头时，谈到了旧制度末期的这种精神氛

围。按照托克维尔的解释，中央集权摧毁了传统的等级自由，剥夺了精英阶层参与政治的

权利。但还保留着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辨的自由，文人因此成为社会的虚幻领导者。这样

的背景催生了旧制度末期法国“文学政治化”和“政治文学化”的现象: 一方面，文人们乐此

不疲地谈论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自然权利。但由于缺乏实践的经验，他们在

作品里只能凭想像构建理想社会，将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运作，“归纳为从理性和自然法中

推演而来的简单而基本的法则”。“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不同程度地从当时所有的著作

中流溢而出，从长篇大论直至歌谣，没有哪一本不包含一点这个东西。”①另一方面，由于君

主集权摧毁了社会中的各种组织，文人成为遭受不公或苦难的社会公众唯一可以诉求的力

量，“因此，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为哲学; 政治生活被急剧地纳入文学当中，作家们掌控了舆

论的导向”。② 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这种践行空谈原则而忽略现实复杂性的文学政治，导

致法国革命按简单抽象的同一性原则重构社会的政治实践。
托克维尔清楚地看到了政治实践在形塑社会文化中的关键性作用。但在他的长时段

解释模式( 长期的中央集权努力→旧制度末期的文学政治) 中，权力实践和话语模式呈现

前因后果相连的关系，忽略了两者之间平行并置的互动关系。实际上，旧制度末期诸如财

税改革和美国革命等诸多政治事件，都导致了激烈的话语竞争，话语竞争反过来又影响政

治事件的解决。
托克维尔之后，关于 18 世纪法国社会精神或公众舆论，陆续有其他著作问世。第三共

和国初期，夏尔·奥贝丹利用当时的政治回忆录和通信，考察了 18 世纪法国社会公共精神

的演变历程。按照他的解释，1748 年，是 18 世纪法国公共精神转变的显著标志点，真正的

18 世纪自此开始。“它带来的是，对声名狼藉的政府无可救药的腐败愤怒而理性的反叛:

人们将王权与国家分离开来。”③此后各种因素都有利于它的成长壮大，到路易十六登基时

已经取得胜利，消除了君主制原则的专制和傲慢。
奥贝丹的贡献在于，他没有按照传统的文学史范式，选取少数名著进行美学倾向的、非

历史的文本解读，相反，他认为“文学是一个社会道德状态的生动表达”，④因而把文学置于

它产生和传播的社会中加以考察，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把握 18 世纪法国社会的精神状态。
但以现代史学的标准来衡量，奥贝丹研究的不足在于: 首先，他的研究带着明显的目的论色

彩，即 18 世纪的法国是不断走向 1789 年革命的过程; 其次，他仍是从少数精英阶层的文本

中得出的结论; 再次，从文本到社会精神之间复杂的转换机制，即文本内容如何被社会大众

所接纳，他也未能进一步开掘。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天主教保守主义史学家奥古斯丁·高善再次将目光投向 18 世

纪的精神氛围，希望从中探索出雅各宾主义赖以产生的历史。他借鉴迪尔凯姆的社会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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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方法，认为 1750 年之后在沙龙、共济会和学院等小型思想会社中兴起的意识形态是

雅各宾主义的原型。因为这种纯粹清谈的社交机构，谈论世界上的一切却从不行动，且基

于抽象、普适的原则评品一切，大革命时代雅各宾俱乐部的一切运作逻辑，事实上早已存在

于旧制度最后几十年的思想会社当中。①

奥贝丹和高善之间的年代，见证了大革命史研究在法国的学科化，为新生共和国的合

法性提供意识形态的支持。此后，以巴黎大学大革命史讲座课程为中心的法国革命史研

究，长期为左翼史学家所从事。20 世纪上半期，社会经济解释在左翼革命史学阵营中兴起

并迅速占据主流地位。到 50 年代，在正统革命解释中，经济被视为决定历史进步的原因，

思想文化仅是在历史进程中起着次要作用的上层建筑。在他们看来，反映日益成长的资产

阶级精神理念的启蒙运动和启蒙原则，只是为这个新兴的阶级推翻旧社会和缔造适应自己

发展的新社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这种将文化视为纯粹附属物的解释体系，仅从 18 世

纪显赫文人的著作中归纳出在他们看来反映资产阶级诉求的启蒙原则，忽略了文本思想传

播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没有考虑到 18 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的复杂多样性。

二

在西方史学界，把旧制度末期的公众舆论或曰社会精神作为专门对象，深入到 18 世纪

法国社会和政治实践中加以研究，并将它看作是历史的核心推动力，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之后的事。西方史学家们的研究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其基本背景是 60 年代以来法

国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整体变迁。
首先，后现代主义等各种理论思潮不断涌现，是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思想氛围变革的

一个重大趋势。这些新思潮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否认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并认

为话语有其自主性，话语的逻辑决定着思维逻辑，人们对权力的认知通过话语来建构。即

便在重视社会经济研究的年鉴学派内部，新一代的史学家也认为应给予精神现象以同等的

重视，它们与经济和人口现象起着全然一样的决定性作用。②

其次，社会科学的兴起并对历史学的霸主地位发起有力挑战，是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

学术环境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们提出的研究主题，开阔了历史学家的视界; 它们创制的研

究方法，如语言或语义分析技术等，也为史学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在这种背景下，对社

会表象史、意识形态史和心态史等思想意识层面的研究开始兴起。③

最后，随着政治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过去遭到年鉴学派贬斥的政

治史，开始出现复兴的迹象。不同于过去注重个体人物的叙事性政治史学，新的政治史广

泛地汲取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语言学和心理分析等学科的成果，引入比较研究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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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关注群体的政治行为和心理，以及长时段政治现象的延续和变化。作为衡量民众

行为意向的公众舆论因此成为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关注的主题。①

上述诸多变化，为以公众舆论为核心对象的法国旧制度末期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准备

了条件。但其直接的触发因素，则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法国革命史领域传统史学和修正

史学之间的激烈论战。修正主义史学家孚雷 1978 年出版了他的论战性著作《思考法国大

革命》，成为旧制度和大革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该书中，孚雷针对传统的革命

起源说———革命是长期的社会经济演变过程的结果，转而将旧制度末期形成的意识形态看

作是革命的动力之源。他认为大革命的概念框架首先来自托克维尔的“文学政治”，也就

是君主集权体制将社会排斥在政治参与之外，使旧制度末期的法国出现了一种基于文人论

道之上的抽象平等主义。但孚雷认为，托克维尔未能阐明大革命从 1789 年到雅各宾专政

的激变进程。因此，他从高善那里借来另外一个概念工具: “政治社交”( sociabilité poli-
tique) 。这种社交是在各种“思想会社”内进行的，它们一反 18 世纪法国现实体制中的团体

主义和等级制度，具有民主的特征。由于绝对主义王权对现实政治的独占，这些思想会社

谈论一切，渴望改造世界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能是成员获得舆论一致的工具，“它制造

的是舆论而非行动———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制造对行动毫无影响的舆论。”②1789 年在一系

列政治危机打击下，法国社会惟一的统治体系王权突然崩溃，社会需要重组。“但它只能用

它所能生产的东西去占据权力领域，那就是我们称之为舆论的物事。”从此，话语竞争取代

了实际权力竞争，谁取得了代表人民，或平等，或民族的象征性地位，谁就控制了实际的权

力。罗伯斯庇尔就是以最纯粹的形式，使用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控制舆论，通过不断地批

判权力而最终掌握了权力。③

尽管该著作提出的许多观点缺乏具体研究的支撑，但其新颖之处在于: 首先，在历史解

释方面，针对传统史学就革命起源提出的长时段社会经济解释，孚雷强调，绝对主义君主制

的政治实践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意识氛围，是法国导向 1789 年乃至 1793 年的动力之源，从

而凸显了短时段政治解释之重要性; 其次，孚雷主要通过文本解读构建自己的解释体系，也

为革命史领域的后来者效法此种研究路径提供了样板; 最后，他将旧制度末期的政治实践

与话语演变两个层面联系了起来，改变了以往政治史和观念史研究两分的局面。
孚雷著作所展现的新视阈，极大地激发了西方史学界对法国 18 世纪旧制度史的新兴

趣，许多史学家重新考察启蒙时代的社会，以期更深入了解启蒙与革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与此同时，他借用的两个中心概念———“文学政治”和“政治社交”，更是为后来者提供了两

个基本的研究路向: 关注前者的史学家，通过文本解读，缕析 1750 年代后政治话语的演变

轨迹，希图借此厘清旧制度末期法国社会精神的转变; 侧重后者的史学家，则着力关注 18
世纪法国的公共舆论领域，力图发掘出它们与旧制度末期法国政治文化转变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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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构 1750 年代后法国政治话语转变方面，作出重要努力的当推法国史学家莫娜·
奥佐夫和美国史学家凯斯·贝克尔。奥佐夫通过解读重农学派和卢梭主义者的文本，复原

出法国旧制度末期的公众舆论: 它通过印刷物的传播，在社会公众中间形成理性一致的表

达。① 奥佐夫重复了孚雷对公众舆论的看法: 公众舆论被当时代的人视为可以裁决一切的、
永无谬误的全民法庭，至高无上且不可分割，其中隐含的实际上依旧是绝对主义的老思维，

只不过是将君主颠倒为人民而已。② 但需要指出的是，其一，奥佐夫没有完全否定舆论的社

会性，她承认在发动或制造公众舆论的过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阶层比那些缺乏教育

的阶层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其二，她也否认了公众舆论为启蒙阵营所专有，相反，王权

自身也时常参与对舆论控制的争夺。③ 这个观点，有助于我们超越那种简单化的历史认知

逻辑，认识到启蒙时代并非某一种声音独占鳌头那么简单，而是存在着复杂的力量角逐。
贝克尔则将公众舆论产生的动因归之于“争论的政治”。在他看来，政治就是“提出诉

求，是任何社会中个人和团体表达、协商、实现和强化他们竞争性诉求的活动”。正是旧制

度末期连绵不断的政治争斗激发出来的那些旨在争夺合法性的话语，形成了公众舆论。因

此，他认为，观察旧制度末期的政治思想气候，“不应是撰写某一特定的思想史，而应厘清政

治话语领域，即一整套阐述可能的行动和主张，并赋予它们意义的语言模式和关系。”④在

这种研究思路下，贝克尔从旧制度末期的文本中，梳理出三种话语类型: 以高等法院为代表

的司法话语、以卢梭和马布利为代表的意志话语和以杜尔哥和重农学派为代表的理性话

语。正是这三种话语，界定着 18 世纪下半期法国的政治文化和提供着意识形态准则。⑤

从上述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显然受后现代主义话语权力观的影响，孚雷和贝克尔等

人采用的是语言学上的权力概念: 政治权争夺通过话语来表达，因此话语就是权力。在此

种权力话语概念下，只需从一个时代的文本中追踪政治话语演变的轨迹，就能测定该时代

政治文化的基本走向。从史学方法论来说，这种研究路径，能够将政治实践和哲学思想集

合在一起加以研究，避免像过去观念史研究那样，对个别著名文本进行纯哲学式的解读，归

纳出超越具体历史环境的抽象思想原则。从史学方面来说，孚雷等人的研究则让我们看

到，在近( 现) 代行政官僚国家里，政治运作具有自身的自主性，乃至有形塑民族政治文化特性

的能动性。推翻旧王朝的大革命之所以发生，根源可能恰恰在于政治实践本身，而不是一个

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统治的社会运动，这种视角无疑丰富了我们对革命发生学的认识。

三

孚雷等人的解释体系，在既定的框架里似乎自成一体: 政治实践创制话语形态，话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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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决定历史演进，历史进程具有一以贯之的逻辑连续性。但将这种解释放到纷繁复杂的历

史环境中考量，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存在的疏漏或疑问。
第一，他们关注的公众舆论，乃是经过缜密思考创造的意识形态，他们关注的因此主要

是拥有文本创作能力的精英。那么，社会大众能否理解和接受精英表述的缜密思想? 能否

按照精英阐述的观念原则评判事物? 在孚雷等人的解释里显然不得而知。众所周知，18
世纪法国的大众文化是复杂多样的，地区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巴黎与外省之间都存

在巨大差异。尽管在 18 世纪的巴黎，“日益增长的识字率、阅读物的增加、图画和歌曲的流

行，所有这些东西让巴黎的普通人或多或少地进行阅读”，①但从总体上看，当时这个农民

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大众文化是保守落后的，“封闭占据着主导地位”。② 革命教士格雷古

瓦针对教区阅读的调查也表明，启蒙时代法国农民的主要读物仍然是宗教书籍、传奇故事

或民间历书，他们的精神世界充满着迷信、寓言神话和偏见。③ 因此，社会大众不可能完全

按照高深的哲学话语形成世界观人生观，相反，他们按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理解世界。
第二，孚雷等人将公众舆论视为话语建构的结果，它通过话语的逻辑力量，塑造着权威

和合法性的新表象。这种解释含有一个潜在的假定，即认为话语的意义始终恒定不变。但

话语是由人来阐释或理解的，这会导致同一话语内在意义的不同。如主权观念，价值立场

不同或时代环境不同，作者对它做出的阐释也不尽相同。西耶士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册子

《第三等级是什么?》中，坚定地宣称“第三等级就是全部国家”，它“拥有国家所属的一

切”。④ 按他的表述，第三等级无疑单独成为国家的主权者，这显然不同于卢梭的说法，即

把自己让渡给共同体的每个人都是主权者。君主主权话语也并未在新兴的民族主权话语面

前销声匿迹，譬如在路易十六登基后出现的一本小册子中，作者克劳德·甘努力证明，只有君

主才是国家的主权者，因为君主制具有强劲的活力，能够“最恰当地将个人利益得心应手地聚

合到公共利益当中”。⑤ 在这里，君主主权得到了不容置疑的重申，只不过他代表国家的合法

性来源，不再是上帝的委托，而是君主体制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方面的优越性。作者对君主

主权合法性的这种新阐发，无疑是为了适应法国旧制度末期变化了的精神氛围。
第三，在孚雷等人的解释中，公众舆论实际上是作为规范性概念而存在。它被视为单

一性的力量，能自主地运行，与具体社会群体的政治行动和利益诉求毫无关系，这一点尤难

令人信服。维维安·格鲁德在一篇回顾文章中指出，革命动员时代的作者们，针对公共生

活中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特定的观念或论点，以影响公共政策和重塑社会。因此，作者们

革命前的著作中并不经常提及启蒙哲人，只是随着显贵会议和三级会议的召开，新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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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和重构社会的需要，才使他们转向卢梭、马布利等人，寻求思想的启迪和指引。① 因此，

仅关注话语显然是不够的，新的政治史研究必须结合当事人的具体历史经历，才能厘清公

众舆论的真实历史面目。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阿莱特·法尔热和达恩顿对 18 世纪巴黎下

层阶级舆论的研究，就是结合当时巴黎下层民众生活经历的具体语境进行的。
法尔热以巴士底狱警察档案、私人日志和非法报刊为材料，试图重现 18 世纪巴黎街头

民众的舆论。按照她的阐释，18 世纪 20 年代的詹森主义宗教争论，把巴黎普通民众带上了

讨论国家事务的舞台。② 因为在争论中，詹森派的《教会新闻》诉诸公众舆论的宣传策略，

鼓动大众就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此举无形之中培育了民众的参与意识:“如果个人被承认

有能力就教会和詹森教派做出判断，那么人们就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他们在公共事务的任

何方面都能够拥有自己的看法。”③这样，“经过几年的詹森主义争论，王国每个行为都会激

起( 民众的) 反响”，民众舆论由此出现。
法尔热的观点，从两方面拓展了我们对 18 世纪公众舆论的认识: 一是公众舆论在 18

世纪初就已存在，而不是到 18 世纪中期之后才出现; 二是公众舆论并非精英阶层态度的简

单反映，民众也有自己的舆论。更重要的是，她将话语置于 18 世纪法国的具体历史背景

中，考察民众在大大小小事件中的言论和态度。她发现，事件的层出不穷使巴黎民众关注

的话题不断转移，因此，民众舆论显得零碎、易变，为适应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④ 但易

变的民众舆论并非没有主旨。受福柯的影响，法尔热在研究中关注断裂和边缘的物事，以

避免线性的历史叙事，否认民众舆论沿着一条线性的“理性”链条演变。不过我们仍可以

看出她的基本论点: 在启蒙话语的影响下，民众要求拥有自己“主张”的权利。到 18 世纪晚

期，这种要求逐步升级，他们轼君的激烈言论，实际上是在坚持要求自己的主张得到国王注

意并被承认为合法。在旧制度的专制主义背景下，这无疑是一项非常激进的要求。它既是

对垄断一切裁判权的传统权威的挑战，同时通过强调个人是独立而理性的动物，挑战了旧

制度的社会结构和观念。
美国文化史家达恩顿所研究的同样是旧制度末期巴黎街头的批判性群体。但与法尔

热笔下那些喜好打探和谈论小道消息，凭借传统观念评判世界的民众不同，达恩顿关注的

是聚集在巴黎的文学界下层。这些外省知识青年是在文学共和国理想的召唤下涌聚而来，

梦想凭自己的才华品德，寻取荣耀、金钱和社会地位提升。⑤ 但法国旧制度是一个按照特权

和庇护原则构建起来的社会，文学界亦不例外。这粉碎了这些“巴漂族”的梦想。因为一

方面，特权体制遏制了法国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和职业化，使当时绝大多数文人都不能以写

作为谋生手段，必须在王权的文化体制内谋得职位或获取年金; 另一方面，特权体制下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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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机构的职位是有限的，只有极少数在巴黎有关系的幸运儿才能跻身其中，大多数人则

沉沦下去，成为文学无产者，在孤独、贫穷和堕落中艰难谋生。
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们陷入对体制的痛恨情绪中。他们通过谤文( libelle) 表

达自己的怨恨，整个上流社会都是他们谤文指向的目标。尽管他们的文字既没有向读者描

绘新社会的蓝图，也没有任何抽象的思想，但通过祛除旧制度象征体系的神圣性，向公众传

递着一种革命观，即社会腐朽正在自上而下地吞噬着法国社会。①

法尔热和达恩顿的研究表明，话语绝非如孚雷等人所认定的那样，是上层精英的专有，

它同样渗透在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下层民众中，平民阶层的舆论有其自身的独立自主性;

与此同时，文本也绝非话语唯一的表达场域，街头巷尾也是话语的表达之所。更重要的是，

两位学者都十分注重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考察群体心态或思想，法尔热在导论中明确声

称:“必须根据生活在社会中的行为者———他们的策略、言辞、行为和私下的行为，来建构历

史客体。”②他们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法尔热关注的是巴黎街头的公众舆论，属于那种以

口头“言语”( parole) 为工具，无明确意识的社会群体。达恩顿所研究的，则属于以谤文为

工具，有明确意识但没有纲领的下层文人。

四

法尔热和达恩顿对巴黎下层民众舆论的研究，拓展了我们对该时期法国社会精神状态

的认识，但他们所关注的历史层面，仅是丰富多样的 18 世纪法国社会文化之一面而已。其

一，就社会主体而言，除他们笔下的巴黎街头平民或下层文人群体外，在 18 世纪的法国，按

阶级划分有贵族、资产者和平民，按居住地划分有城里人和乡村人、巴黎人和外省人，按职

业划分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医生、律师、法官、神甫，不胜枚举。尽管存在着财富、地位、
知识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但他们在社会关系上彼此关联。要言之，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组

成这个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而不是彼此隔绝的单元，因此，某一个阶层或群体的文化心态及

其形成机制不是孤立存在的，必定有着某种交流互动的关系。其二，就信息交流的媒介而

言，除巴黎街头的公共场所外，18 世纪的法国还有众多的信息交流机制，如书籍报刊、沙

龙、共济会、学院、阅览室和文学协会等，由它们组成的“公共领域”，在法国旧制度末期的

公众舆论形成和政治文化转变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后，从史学视角看，王国政府的

政治实践，在“思想的社会史”视野下仅作为一种外在因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事实

上它有着自身的自主性，尤其是 18 世纪后半期连绵不断的政治争论，已然突破绝对主义王

权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在政治体制之外的公共领域里展开，对旧制度末期的政治文化转变

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有鉴于此，巴黎政治研究所的多米尼克·卡东在评论法尔热的著

作时提到，过分强调民众政治文化的自主性，无疑会导致对多样的思想动员事业和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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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争论的忽略。①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许多西方学者在上述几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
首先，书籍报刊史得到了大量研究。② 在对 18 世纪报刊史研究方面，以里昂大学的皮

埃尔·雷塔和格勒诺布尔大学的让·斯加尔为核心的学者团体，自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

来不断推出新的集体成果。斯加尔等力图规避传统报刊史研究仅注重个体报人和个别报

刊的研究范式，充分发挥跨学科合作的优势，引入大规模计量和语义分析等方法，多视角综

合地分析报刊的内容。③ 这些研究使我们了解到，18 世纪法国读者面对的并非仅有少数反

映王权专制政府意图的报刊。情形恰恰相反，自路易十四统治后期到大革命前夕，曾经出

现过上千种法语报刊，它们是形塑 18 世纪法国人思想心态的重要因素; 18 世纪的法语报

刊，不仅数量日益增多，而且类型也逐渐丰富，它们在培养公众阅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专制统治者，从经济利益或政治方面考量，时常容忍甚至鼓励新

闻业的发展。但集体合作成果( 许多是会议论文集) 的不足在于，它们显得庞杂混乱，缺乏

焦点，在研究路径和历史解释方面都难以形成一套清晰的体系。
其次，以新的理论视角考察旧制度的社团机构。朗·阿莱维秉承孚雷“民主社交”的

概念框架，阐释了 18 世纪法国共济会的历史作用，将之视为抽象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重

要源地。阿莱维提出，共济会内部人人皆兄弟的原则，消除了会员之间因社会地位或个人

财富不同而带来的差别。任何人，一旦加入共济会，他就被赋予新身份，成为这个共同体里

的一个兄弟。“共济会内部的身份重组，避免了俗世里将自己与同胞分割开来的自我利益，

取而代之的是平等、一致、和谐”，④在阿莱维看来，这种近乎社会契约论的理想原则，在

1773 年被经过改组的共济会应用到具体的行为实践中，但他在著作中没有进一步说明，旧

制度末期的共济会民主，与大革命时代浸透着同样原则的雅各宾俱乐部是怎样联系到一

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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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阿莱维的阐释，共济会的原则和实践，并未直接攻击现实的社会政治，但它内部平

等主义的交往模式，背离了旧制度下等级体系和团体社会的现实，因而构成了一种对现实

的批判。80 年代以来对沙龙社交的研究则不同，研究者们主要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理论，①强调它的话语批判功能。戴娜·古德曼考察了启蒙时代法国沙龙的“社会和话语

实践”，并把这个由数位杰出女性主导下的社交机构，看作是启蒙舆论兴起的中心。根据她

的解释，沙龙的话语实践就是彬彬有礼地交谈，这种交谈是平等的、开放的、互利的和普世

的，参与者们讨论哲学和道德问题，集体为整个人类探寻真理，书籍报刊和通信是沙龙的衍

生物，将沙龙里的交谈传播扩散开来。② 古德曼对沙龙交谈给予如此高度的肯定，实际上包

含着与哈贝马斯同样的理论指向，即公共领域的民主解放潜能，启蒙时代法国以沙龙为中

心的公共领域，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开化，体现了女性在启蒙事业中的作用。但古德曼的女

性主义启蒙沙龙说，难以解释如此光彩熠熠的女性，何以在启蒙哲人的著作中屡受贬斥，何

以在大革命中被逐出公共领域。
近年来，其他学者的研究程度不同地否定了古德曼的观点。斯蒂文·凯尔提出，被古

德曼喻为文学界总督的沙龙女主人，地位远没有想像的那么高; 沙龙的社会功能是提升女

主人的声望，思想事业并非它的主要目标; 沙龙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亦没有想像的那

么大，是政治变迁在改变沙龙，而非沙龙在推进政治变迁。③ 但凯尔还是部分地承认，沙龙

是表达政治观点和讨论哲学话题的平台。法国学者安托瓦·李尔蒂则完全否认沙龙形塑

思想和舆论的作用: “沙龙不是公共领域，它们没有形成开明自由的舆论或政治上的讨

论。”④在他看来，对沙龙的那些诗意描绘，是 19 世纪以来学者们怀旧病的产物。
最后，旧制度末期政治争论在公众舆论形成转变中的作用，成为部分史学家着力挖掘

的领域。众所周知，18 世纪下半期，以巴黎高等法院为中心的法律界在宗教、财税和体制

改革等问题上，与王国政府争端频起。那么，这些政治争论中包含着什么样的酵素，能促成

社会舆论的整体转变? 长期研究 18 世纪詹森主义的两位学者———达尔·范克莱和卡特里

娜·梅尔提出，詹森主义内在的宗教思想，在论战过程中被高等法院里的詹森派理论家转

换为世俗的政治思想，是旧制度末期国家主权说等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促成了传统

君主权威的非神圣化。⑤ 但两位学者在詹森主义宗教思想当中隐含的颠覆性意识形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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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法不一，乃至发生争执。① 尽管同样关注旧制度司法政治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但另外一

些学者关注的不是高等法院里人数不多的詹森主义信徒，而是法官和律师们的舆论宣传工

作，如萨拉·马莎对巴黎法律界司法诉状的研究。②

上述这些研究，将思想氛围的形成归因于当时法国人的实际政治经历，规避了单纯文

本解读将历史真实与抽象思想割裂开来的弊端。但他们都片面地强调法律精英的话语力

量，与孚雷等人一样，忽略了社会大众思维领域的独立自主性。拿詹森主义来说，精英对神

学、教会体制和教会法的阐释，包括下层僧侣在内的社会大众或许难窥堂奥，他们更多地是

从日常生活形成自己的宗教理解，且大众的宗教理解是后来形成反革命立场的重要成因。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关旧制度末期社会思想氛围转变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通过缕

析它们所关注的历史主题和使用的理论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研究都借鉴了新的概念

工具，并借助理论提供的新视角重新考察 18 世纪的法国历史，使以前在史学家眼里毫无用

处的史料被纳入史学研究，还有许多旧史料被发掘出新的用途，因此，法国旧制度史的研究

视阈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80 年代的这些政治文化研究，无疑规避了观念史的不足，它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考察

整个社会思想气候的变化，厘清了促成这种转变的种种历史机制，较为翔实地展现了新思

想或新思维是如何孵化，又如何传播渗透的，从而使我们了解到，从启蒙到革命还有如此丰

富多彩的“中间地带”，革命发生的机制是如此的复杂多样，而不是某一种思想原则，压倒

性地指挥着整个社会朝着某个目标前进。但研究层面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历史解

释上的众说纷纭。研究启蒙哲人文本者，强调平等主义和人民主权观念的颠覆意义; 关注

詹森教派宣传家或巴黎法律界律师者，则声称这些人对公众舆论的影响胜过启蒙哲人……
究竟是谁在促成舆论转变，到底是哪种因素促成了革命以那样的方式发生? “碎化”的历

史让确定的解释不复存在，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对历史感到惶惑。
就 18 世纪旧制度史而言，这种情况显然是专题研究不断细化的结果，每个学者都把目

光局限在某个具体的研究对象上，但他实际想要探察的是从启蒙到革命这样的历史进程主

题，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必然是他研究的对象在其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窥一斑多半不能知

全豹，要解决这种让人无所适从的众说纷纭，需要有与启蒙到革命这种宏大主题相适应的

概念框架，但这是需要另外研讨的话题。

( 作者洪庆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邮编: 200234)

( 责任编辑: 景德祥)

( 责任校对: 吴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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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arning on the Classic World History of Europe in 18 th Century / /Yan Shaoxiang

The learning of ancient history in the 18th century carried on the heritage of Renaissance and
made tremendous progress in philology，epigraphy，archaeology and the other related fields. The
scholars of Britain and France published a series of multi volumes ancient history，Greek history
and Roman history. Although the quality of these works could not compared with the quality of the
works written by the professional scholars in the 19th century，they were unprecedented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researches on the learning history of 18th century are not only helpful to enrich the
landscape of the 18th century historiography，but also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life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that time．

The Study on the Prim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Voyage of Ferdinand Magellan / /
Gong Yingyan

We live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and the first one in human history to voyage around the
world is Ferdinand Magellan. Therefore，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global history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with the magnificent undertaking of Ferdinand Magellan. To
commemorate the 490 anniversary of the circumnavigation of Magellan and promote the related
studies concerning fields，this paper specifically presents first-hand works written by the members
of Magellan's fleet and reports written by the scholars both in Spain and Portugal of his contempo-
rery.

The New Perspectives and Approaches on the Gene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 /
Hong Qingming

As early as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some of the enlightened elites in France had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public opinion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Since the 19th century historians
have been constantly talking about social spirit or public opinion at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from which intent to find out the spiritual genesi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owever，it was not
until about the 1980s that public opinion under the Old Regime became a main focus of the atten-
tion of historians. A growing number of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trying hard to pin dow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llective political awareness in the 18th century France by tracing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low，or probing into the daily parole of ordinary people，or doing researches on
the institutions of sociability under Old Regime．

“Anti-Russian Conspiracy”: Content，Origin and Analysis / /Hou Aijun

From the end of the 1980 to the present，a large number of works focusing on“anti-Russian
conspiracy”has emerged in Russia and made a great impact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worth to
study and analyze，since it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social - cultural and political - ide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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