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涂尔干及其学派的社会本体论思想及其对当代的现实

意义研究”( 17CSH004) 系列成果之一。感谢两位匿审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① “政治的”( political) 和“社会的”( social) 又可译为政治范畴和社会范畴。下文提到社会

范畴或政治范畴便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

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李英飞

提要: 从社会范畴思考现代政治问题，是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重要起点

和内容。本文试图重考涂尔干的早期著作，追溯涂尔干是如何完成从政治范

畴到社会范畴转换，并建立起一套有关现代政治的社会理论的。本文认为，

涂尔干的两个社会团结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自 13 世纪以来用以构想现
代国家的 universitas 和 societas 两个概念传统。在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生理学

转化的同时，涂尔干亦建立起了有关政治社会的演化历史和现实形态的学

说。只有置于此背景下，涂尔干的职业群体理论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
关键词: 国家 政治社会 社会类型 职业群体

一、引 言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政治的”理论出现得要比“社会的”理论早得

多。①政治理论的兴起是与 13 世纪国家( State) 理论的兴起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 厄尔曼，2011: 12 － 13; 伯恩斯主编，2009: 1 － 3 ) ，而我们所熟

知的社会理论中的法国传统则可追溯至孟德斯鸠，但要真正成为一种

思想形态则要等到 19 世纪了( Singer，2013) 。从社会范畴的角度讨论

国家问题，不但关涉到从“政治的”到“社会的”这两个范畴间的转换，

而且还表明一种现代政治问题的出现。
不可否认的是，19 世纪的社会理论确实与 18 世纪的社会理论有

所不同。涂尔干也曾对这两个范畴的转换关系有过明确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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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的社会理论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征，我们在 18 世纪

的社会理论中根本没有发现。当时，有两种类型的问题被人们区

分开来并分别对待，即使它们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 一种被称为政

治的问题，另一种是社会的问题。进一步说，毋庸置疑的是，时代

越进步，公众的注意力就越会从政治的问题转向社会的问题……
这是因为政治的问题最终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政府形式问题。相

反，社 会 的 问 题 则 产 生 于 现 代 社 会 的 经 济 状 况。① ( 涂 尔 干，

2006a: 225)

涂尔干认为，政治范畴的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引起人们的兴趣，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担当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在涂尔干看来，“只要

社会生活是由共同信仰和传统构成的，政府就是通过体现这些传统而

将整个社会统一起来的。是政府让他们获得自身意识的，以至于集体

活动的所有表现都依赖于政府形式”，所以，当两者休戚相关时，一方

的衰亡必然连带另一方的消失，“罗马贵族被镇压以后，就不再有古代

城邦了”( 涂尔干，2006a: 226) 。然而，“在我们的当代高级社会中，经

济关系构成了共同生活的基础，社会的统一性首先是利益连带的结

果”，因此，涂尔干认为，“这是出于社会体内部原因，出于能够将社会

各部分统一起来的相互依赖的纽带而形成的，而不是出于政府机构这

样或那样的性质”( 涂尔干，2006a: 226) 。
相应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涂尔干也看到了现代政治所面临的危

机。以法国为例，涂尔干看到，在法国政治危机中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

盾:“一方面是我们拥有错综复杂和精致的机制，以及有一个庞大行政

部门的各式各样的机构; 另一方面，国家( tat) 角色的概念却转向最原

始的政治形式”( 涂尔干，2015: 109) 。简言之，法国的政治革命所诉诸

的卢梭式的民主制———涂尔干认为形式上是一种原始的民主制，不仅

与政治上发展出来的复杂的行政机制不相符，而且其作用还与大革命

后出现的现代经济生活不匹配。换句话说，在面临各种复杂的现代情

境之时，法国人在观念上仍然停留在用政府形式来思考现代社会生活

的基础。事实上，从他对德国政治的讨论( 涂尔干，2014: 147 － 254; 魏

文一，2014: 1 － 145; 渠敬东，2017: 8 － 10) 以及对英国政治结构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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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译文根据法文略有改动，以下凡引文有改动的地方都参考了原文，不再说明。



判断( 涂尔干，2017: 239 ) ，特别是他由此而建立的社会类型及其演化

学说中可以看出，涂尔干对现代政治的思考已然是从社会范畴及其本

质的层面去思考的。
无疑，涂尔干对现代政治的思考具有极强的欧洲历史及现代经验

基础。但同样，对这种政治思维范畴更为深层次的社会观上的检讨势

必与之相伴随。针对涂尔干对 17、18 世纪以霍布斯、卢梭为代表的现

代自然法学家们社会人为性的社会观的批评，既有的研究已经触及到

了涂尔干社会观的基本立场( 陈涛，2013; 李英飞，2013) ; 并且，由此社

会观出发，对其国家理论的讨论也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研究( Giddens，
1971; Lacroix，1981; 魏文一，2014; 渠敬东，2014 ) 。但是，无论是涂尔

干所批评的还是他所坚持的社会观，对于两者的渊源及其关系，研究者

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和考察，更不用说讨论涂尔干在何种意义上重构

了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了。而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社

会”理论及其意义至关重要。因此，考察涂尔干如何从社会范畴的角

度去思考现代政治或国家问题，亦即重考涂尔干如何从政治哲学的核

心论题中脱离出来，重新思考现代政治及其现实的基点，不但可以推进

我们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的理解，还将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现代政治的

理解。

二、政制与社会类型

事实上，当涂尔干认为，现代经济社会实现团结的方式不再依赖于

政府形式，而是依赖于社会体自身的原因时，他也选择了与传统政治哲

学不同的思考路径。也就是说，涂尔干从一开始就不再以政体类型为

起点来思考社会的政治问题。然而，涂尔干要想解决现代政治危机，改

变 17、18 世纪政治哲学受政治范畴思维的局限，把社会形态纳入对政

制问题的讨论中来，①就必须重建两者关系。
涂尔干首先追溯的是划分政体类型的先驱———亚里士多德。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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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把 reipublicae( 即共和国，法文为 répubique) 与 Cité( 城邦) 、corps
politique( 政治体) 和 tat( 国家) 相等同，都是国家( State) 的意思( Ｒousseau，1772: 248 －
249) 。



《社会分工论》( 以下简称《分工论》) 同期写作的《孟德斯鸠对政治科

学兴起的贡献》( 以下简称《孟德斯鸠》) 一文中，涂尔干这么写道:

的确，亚里士多德很早以前就对贵族政体、君主政体和共和政

体做了区分。但是社会种不应该与国家( reipublicae) 的不同形式

混为一谈。尽管两个人被统治的方式相同，但他们可能是不同种

类的人。某些希腊城邦国家，以及绝大多数蛮族都被称作君主政

体，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这类群体均由君王统治; ①

然而，他们本质却不同。此外，同一群人的政制可以改变，但他们

自身不必变成另一类人。( Durkheim，1997: 16 － 17)

因此，在涂尔干看来，国家形式( 或政体) 并不能直接反映出是什

么样的社会。换言之，相同的国家形式有可能把不同社会并置在一起。
涂尔干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分类，连同国家形式和社会种类不做区

分的做法，都被后来研究政制的哲学家接受了。在他们看来，“除了国

家形式，他们觉得不可能存在其他方式来比较人类社会”，以至于孟德

斯鸠也采用政府形式来区分社会类型( Durkheim，1997: 17、41) 。
不过，涂尔干同时又指出，孟德斯鸠对政体的研究有了新的提法。

涂尔干认为，孟德斯鸠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处就在于他区分了共和政

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三种类型，他把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归为共

和政体的两个变种，但更为重要的是，孟德斯鸠认为这三种政体在本质

上截然不同。这在涂尔干看来，就意味着孟德斯鸠要比亚里士多德更

进一步，即从事物本身而不是从抽象原则来定义政体类型( Durkheim，

1997: 31 － 32) 。换句话说，政体类型是受其社会形态的内在法则或民

情支配的。然而，尽管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 气候、
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民情和礼仪; 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普遍

912

论 文 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① 在前文引言部分已说明为什么 18 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不考虑社会形态。这里涂尔干的解

释与政治哲学的早前解释并不矛盾。实际上，在古典政治哲学中，政体的重要性是不言

而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

内，就成为一个城邦，那么，倘使这里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已经转变为另一品种的制

度，这个城邦也就不再是同一城邦”。换句话说，公民之间的组合方式( 体制) 不同，由其

组合而成的城邦就具有了不同的本质，所以，“决定城邦的同异的，主要地应当是政制的

同异”( 亚里士多德，1983: 121 － 122) 。结合只有城邦才能为个人提供优良的生活，并且

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实现其本性的讲法，可以看出政制所具有的根本之义。



精神”( Montesquieu，1877: 307) ，并且也以中国为例指出了中国政体的

成功恰恰在于严格遵守了中国特有的把宗教、法律、民情和礼仪糅合在

一起的礼教———这一民族的普遍精神 ( Montesquieu，1877: 307、328、
333) ，也即讲明了政体与社会内在法则之间的关系，但是涂尔干却认

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所诉诸的法则仍有自然法残余( Durkheim，

1997: 29) 。而且，在涂尔干看来，这些法则本身是隐匿在事物本性之

中，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极易被人们理解为恒定不变的必然性法则

而遭受抵制。因此，涂尔干认为，不如以更容易被人们注意到的、更容

易构想的类型的观念来替代法则的观念( Durkheim，1997: 72 － 73 ) ，而

这一点恰恰构成了他重构孟德斯鸠讲法的基础。
涂尔干把孟德斯鸠所讲的法律和民情之源，即把法的普遍精神还

原为更为本体同时也更为具体的政治社会的类型，并以此来论断政制

问题，他也由此重建了政制与社会类型之间的关系。于是，我们看到，

孟德斯鸠所考察的共和政体与君主政体就变成了涂尔干所讲的两种政

治社会的类型，而其他的政体类型则因不具有重要意义而被忽略了。
涂尔干指出，孟德斯鸠所讲的“共和国只在小城镇盛行，从未成功超出

其狭小范围”，不仅如此，“在共和国中，尤其是民主制共和国，公民之

间是平等和相似的”，“简言之，除我们已经提过的公共行政功能外，政

治体各部分之间没有劳动分工”，而且在个体身上都有种“集体精神”，

“每个人表达社会的意识部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宽广有力，而

只与他们自身有关的和个人关注的意识部分则弱小无力”( Durkheim，

1997: 34 － 36) 。用涂尔干在《分工论》中更为明确的说法，这种政治社

会的类型是以相似的个人构成的且集体意识远胜于个体意识，具有绝

对优势。
相反，君主政体则完全不同。君主制国家属于规模居中的国家。

在君主政体国家中，“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中，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

的职能分得很清楚”。也就是说，在共和政体没得到发展的劳动分工，

在君主政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涂尔干继续指出，“在君主政体中，

劳动分工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社会( societas) 可以比作是一个活

生生的有机体，每个部分以其本性发挥其不同的功能”，所以，君主制

的“政治体的等级，用更为当代的术语说，政治体的器官( organa) ，不仅

限制了君主，而且还彼此制衡”( Durkheim，1997: 36 － 37 ) 。因此，君主

制国家是一种典型的有机结构，与共和制国家截然不同，即一个是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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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为基础、具有极强集体意识的政治社会，另一个是以劳动分工为基

础、个体享有政治自由且具有一种有机结构的政治社会。涂尔干也因

此建立起了两个理念上的政治社会类型。
事实上，如前文所指出的，孟德斯鸠不仅认为共和制国家是以小

城镇为主，以古代城邦为典范，同时，在这里他还表明了君主制与现代

欧洲社会紧密相关。涂尔干指出，“就君主制来说，孟德斯鸠仅在现代

欧洲的大型民族中才发现这种社会结构”( Durkheim，1997: 33 ) 。这一

说法无疑表明了涂尔干在理念上建立的政治社会类型具有实质的历

史意涵。因为在涂尔干看来，城邦还可以作为现代欧洲国家形态的起

点。涂尔干指出，“确切意义上的国家，它起始于城邦，终于我们今天

的大规模民族”( 涂尔干，2006b: 280 ) 。所以，政体类型又可以分别对

应到具体的政治社会类型之上。由此，涂尔干不但把卢梭式的民主制

置于国家形态的历史起点———古希腊罗马的城邦，而且也为现代国家

找到了社会基础，即以孟德斯鸠所描绘的君主制下的政治社会的有机

结构。
从形式上看，此时的涂尔干通过借助孔德的进步观念①来修正孟

德斯鸠所划分的三种政体关系，即为原本缺乏历史序列关系、涂尔干认

为最为重要的两个政体建立了历史演化顺序( 涂尔干，2006a: 42 ) 。在

《分工论》中，涂尔干明确提出，历史的发端是一种机械团结，而随着历

史的发展，有机团结有着递增的优势( 涂尔干，2017: 33 － 186 ) 。由此

可见，涂尔干试图借助这种历史化来建立一种政治社会的历史演化逻

辑，并以此来破除卢梭式民主制所诉诸的契约国家理论的非历史性。
然而，尽管涂尔干试图从社会类型的角度去思考政制问题，但两者的决

定性关系在这里并不明确。因为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之间的差异仅在

于政治体各部分之间在分工意义上的差别，而涂尔干在这里并未证明

整个现代政治的逻辑何以从政制问题转向社会问题，并依赖于社会体

的结构，更不用说如何在孟德斯鸠所说的君主制的有机社会结构基础

上建立民主共和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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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1895 年出版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为了反对用观念代替实在，确立其社会学方法

的准则，涂尔干否定了孔德的进步观念，修正了他对孔德的这一讲法( 迪尔凯姆，2009:

39) 。



三、universitas 和 societas: 观念史考察①

涂尔干的这一做法，无疑会让人们把以卢梭为代表的现代自然法

学派的社会观对应到“机械团结”上，但是他与后者的实质差异和关联

又是什么呢? 从涂尔干的著述来看，他与现代自然法学家之间的差异

实质上延续了 13 世纪以来用以构想现代国家的 universitas 和 societas
两套政治设想之间的差异。路易·杜蒙( Louis Dumont) 指出，在进入

19 世纪之后，“若说法国大革命代表着个人主义的胜利，则革命的受挫

( 指帝制的复辟) ，或可说是一种失败，不但带来了长期的失望之情，更

产生出对和革命所颂扬的是相反的观念和价值之强调”，“革命分子对

于 societas 所作的前所未有而绝对的肯定已经成了过去，而个别的浪漫

派人士———他们可说是革命之嗣———发现到本身对于 universitas 之需

求比任何前此都要来得强烈”( 杜蒙，2003: 148) 。这种对 universitas 的

需求或者说 universitas 观念的复兴引发了当时社会观的变化，最终在

19 世纪的法国形成了所谓的团结主义思潮。在海沃德看来，法国社会

学传统的几位关键人物圣西门、孔德和涂尔干都可以归到团结主义思

潮这一大的范畴( Hayward，1959 ) 。所以，理清 universities 和 societas
这条线索无疑成为理解涂尔干社会类型说的关键。

按照奥克肖特的讲法，universitas 和 societas 是两个彼此独立且相

互需要，但实际上是两个相互否定的概念( Oakeshott，1991: 323 ) 。所

以，这种杜蒙所说的反个人主义的思潮背后实则反映的是 universitas
和 societas 两种观念的对张。从概念史角度看，这两个概念分别来自罗

马私法。universitas 在 英 语 世 界 中 被 翻 译 成 corporation ( Lagerlund，

2011: 236) ，也即汉语中通常所说的法人团体。但该概念的含义远不

止于此，它 要 比 法 团 概 念 更 为 根 本 和 复 杂。按 照 彭 宁 顿 的 说 法，

universitas 是 12 世纪末辩护士( glossator) 为创造一个令人满意的君主

权威的法律描述时，从罗马法中借来用以描述团体内部关系，尤其是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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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universitas 和 societas 为拉丁文，从字面上看，前者原意为整体或总体，后者原意为为伙伴

或联合关系。由于后来地方语言( 法语、德语和英语等) 的出现，而且随着现代自然法学

说的优势增长，这两个词及其含义也发生了调整和变化，所以，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观念史

上的发展线索，这里保留了原词而未翻译。有关这两个词的具体含义和观念史上的意

义，详见下文讨论。



领及其成员关系以及其他团体与中央权威关系的概念( Burns，2007:

442 － 443 ) 。而 实 际 上，从 把 人 ( people ) 定 义 为 一 个“整 体”
( universitas) ，到在教会中每个整体都具有一种法律人格，再到这种描

述团体内部和团体间关系扩展到对整个教会、城邦国家和世俗国家的

描述( Burns，2007: 443 － 444) ，是与 13 世纪现代国家的兴起紧密相关

的，尤其是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的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

德学说的复兴有关。
杜蒙指出，这一起点从托马斯·阿奎那把基督教启示与亚里士多

德哲学结合开始。杜蒙把它具体概括为两个方面: “在宗教、信仰和恩

宠上，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的存在，个体直接与造物主和创造他的模型

相联系，而在尘世制度上，他是国家( commonwealth) 的一员，是社会体

的一部分”( Dumont，1986: 62) 。这里所涉及的国家或社会体即一整

体( universitas) ，而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则是它的一部分。在杜蒙看来，

阿奎那的这一做法使得早期教会贬低世俗生活的态度得以改观，因为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使得世俗国家的合法性得以确立，使其成为一种次

级的价值和理性制度( Dumont，1986: 62)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各级团体即从家庭、村庄到城市自然生长的产

物，同时也是这些团体生长的最终完成形态，也就是说，城邦是人的自

然完成或成全形态( 亚里士多德，1983: 4 － 7 ) 。因此，在自然意义上，

城邦或国家就具有了正当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独立于教会的

内在权威。这一点为地方性王权的上升及其摆脱教宗制提供了理论基

础。所以，厄尔曼( 2011: 154、181) 也认为，“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理

论上，13 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洪流都标志着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分水

岭”，而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的复兴，某种意义上

开启了“在很多方面都称得上‘现代’的时代”。
从 确 立 地 域 性 主 权 到 早 期 现 代 国 家 观 的 形 成，法 团 理 论

( Corporation theory ) 扮 演 着 重 要 的 作 用。约 瑟 夫·坎 宁 ( Joseph
Canning) 指出，14 世纪的法学注释家们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他们创造

出了一个复杂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城市或王国被视为法团: 也就是

说，它同时既是许多人构成的主体，又是唯有智识才能感知的抽象的、
单一的实体”; 而且坎宁认为，将法团视作一种抽象的实体，并将其与

它的成员分离开来，由此而建立起来的观念便是早期现代国家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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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伯恩斯主编，2009: 641 － 642) 。① 不但如此，在法团理论或者法

国旧制度中存在的法团体系中，在处理首领及其成员、中央权威与其他

法团之间关系时，已经存在一种代表权学说。城邦国家中的共和制所

采纳的民选议会( 代议制) 作为统治主体的做法，也被应用到了法团理

论之中( 伯恩斯主编，2009: 643 ) ，甚至到 15 世纪公会议运动中，在奥

卡姆学派的推动下，奥卡姆的人民主权论也被运用到了教会( Dumont，
1986: 70) 。所有这些都表明，universitas 在推动早期现代欧洲建立现

代国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尽管这类国家仍保有深重的宗教形态。
与此同时，厄尔曼认为，基于这种自下而上的政府理论，出于自我

保全或相互保护的目的，在 13 世纪的下层社会中，“不计其数的团体、
联合体、互助会、社团、同事会等组织大量出现”( 厄尔曼，2011: 155 ) 。
然而，这些自治的组织却并不完全按所谓的 universitas 来构想，而是按

societas 的观念来设想的。
从词义上来看，罗马法中的 societas 严格说来其对应的法文是

societé，德文是 gesellschaft，而在英语中唯有 partnership 可与此相对应

( Maitland，1951: xxiii) 。梅特兰试图表明，中世纪政治思想中曾试图

以伙伴关系来理解人类社会。从法律角度看，societas 所描述的是一种

由契约或约定而产生的伙伴关系( socii) ，但这种伙伴关系只是一种形

式上的规则关系，比如说一种共同的语言就可以组成一个 societas，并

不需要统一行动，也不需要像 universitas 那样追求一种实质性的共同

目的( Oakeshott，1991: 201 － 202) 。所以，奥克肖特认为，societas 的联

合条件是由法来规定的，而这种法实则是一种道德条件。也就是说，在

当时寻求的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共同生活的联结方式，政治权威也建立

在此基础上。
对于早期现代欧洲来说，用以表达国家的概念———State ( tat) 直

到 15 世纪末才出现( 伯恩斯主编，2009: 649) ，也就是要到 16 世纪才真

正进入政治术语，具备描述国家的特征( Oakeshott，1991: 196 － 197 ) ，

而在此之前，则用共和国( res publica) 、王国( regnum) 或城邦( civitas)
等概念来表述国家( 伯恩斯主编，2009: 649) 。这些新的组织形态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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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坎宁所说的 14 世纪的注释家将法团视作一种抽象的实体，与阿奎那将国家视作次级实

体如出一辙。而沿着 universitas 这条传统下来，德普瓦热批评涂尔干的社会实在论是一

种托马斯主义( Deploige，1912: 277 － 282) ，在某种意义上确有其依据，但涂尔干的实在

论已与托马斯主义的实在论大不相同。



现必然内在具有一种新的思想形态。从概念体系上看，societas 对应的

是王国( regnum) 或城邦( civitas) ，而 universitas 则对应宗主国( imperial
city) 、行会 ( gild，collegia ) 、座堂圣职团 ( cathedral chapter ) 以及大学

( university) 等组织形态。如前文所言，这两个概念从一开始就是两种

非此即彼的用以理解不同人类联合的模型，并成为之后两种重要的思

想走向( Oakeshott，1991: 199 － 201 ) 。所以，我们看到，universitas 和

societas 之间的张力从早期构想这两种组织形态之时就存在。
不过，即便是如后文说言，societas 越来越为主要思想家所采用，越

来越占据优势，但这里并未表明这两个概念与共和制或君主制的直接

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这并未表明 societas 与共和制或民主制相关，而

universitas 则与君主制相近。① 对于这两个概念间的差别，欧内斯特·
巴克在翻译吉尔克著作时曾做过区分: ②

我们必须在此把 universitas 或者说是整体( corporate unity，即

法团) 从 societas 或者说是伙伴关系( partnership) 中区分出来。在

伙伴关系中，尽管成员彼此相联系，但他们还是各有区别; 因此，这

种统一体是“集合”( collective) 体，而不是整体。( Gierke，1957:

45)

巴克的注解表明，societas 与 universitas 的构成方式截然不同，甚至

是彼此对立的，因为 societas 并没有体现出有别于其成员的实体性

的存在。
事实上，即便 15 世纪末出现了用以描述国家的 tat 概念，但仍然

会借助这两个概念来理解国家。不过，到了 16 世纪，随着公民联合的

“起源”以及规则权威和政制问题成为关注焦点，societas 概念也越来越

多地被博丹、霍布斯、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等人所采用

( Oakeshott，1991: 251 － 252) ，universitas 概念也因此开始逐渐在政治思

想中消失。在评述吉尔克论述 societas 视角相对于 universitas 越来越

占优 势 时，杜 蒙 写 道，“令 人 遗 憾 的 是，我 们 不 得 不 用 societas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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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便在霍布斯的国家理论中，由 societas 缔造出来的共和制也是以君主制的形式实现的。
巴克的这一区分是在奥托·吉尔克讨论到法团理论时所给出的注解。下文中 corporate
unity 是指法人团体，但为了便于与 societas 的特征相区分，译作了“整体”。



‘society’而不是 universitas 来指称社会整体; 但这也是现代自然法及其

追随者的遗产”( Dumont，1986: 74) 。

四、现代政治危机与社会自然性重建①

universitas 原本只是被用来形容人是一个整体，后被用到形容由一

些人按照一定方式———这里指按照某种共同的实质性目的———组成的

团体，而这个团体又被视作一个自然人，在法律上也具有像自然人一样

的人格，因此，由 corps( 人) 组成的 corporation 即我们所熟知的法人团

体。这种做法的目的是造出一个法律人格，并赋予其权威，以此来形成

一个具有某种行动一致性的团体，诸如各种行会、大学; 而到了国家，也

就是由诸多法团集合起来组成的政治体( corps politique) ，可以是以君

主的方式实现其权威和意志的国家。这一理论在法国的旧制度中体现

得最为明显。
由于在法语 tat 还有等级的意思，因此，作为 universitas 的国家其

本身就内在地具有一种等级制，即由三个等级构成的有机整体———涂

尔干分析到孟德斯鸠时指出的政治体有机结构，并且也有三级会议这

样的代议制形式。这种等级制在法团内部也有深刻体现。事实上，随

着旧制度被推翻、法团系统的废除以及 societas 对 universitas 的优势增

长，到了 19 世纪的法国乃至欧洲其他国家，在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已经

很难找到 universitas 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由 societas 发

展而来的社会概念( société、gesellschaft 和 society) ，并在不同场合兼具

了 universitas 这个词的含义。涂尔干在论及 universitas 一词的含义时，

也表达了这两个概念之间意义的混同:

事实上，这个词取自法律用语，意思不过是一个具有某种一体

性的 联 合 ( association ) ，即 法 团。它 和 societas ( 伙 伴 关 系 ) 、
consortium( 合伙) 同义，这些不同的表述经常可以互换使用……同

时，universitas 这 个 词 之 所 以 指 称 法 团，并 不 只 是 指 教 师 社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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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社会的自然性和内在法则的重建一般会从社会具有自成一类的属性角度来探讨，但

本文将从社会生理学的角度来集中讨论圣西门对涂尔干的影响。



( société) 。我 们 发 现 它 也 在 同 样 的 程 度 上 指 各 种 同 业 公 会

( corporations industrielles) ，甚至包括任何拥有一定程度一致性和

道德一体性的集合，比如，由所有基督徒组成的那个整体。( 涂尔

干，2016: 136)

这种混同，或者把 universitas 和 societas 纳入 société 来做讨论的做

法，显然是由现代自然法学说在 16 － 19 世纪的政治理论或社会思想中

所占据的统治地位造成的。不过，正如吉尔克所言，“古典和中世纪思

想留传下来的将国家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organic whole) 的观念，从未

完全消失过”①( 转引自 Dumont，1986: 74) ，这一思想走向仍然借用了

很多契合其自身发展的法团理论的很多原则。所以，吉尔克认为，这也

是为什么大家不反对用 societas 来描述人民共同体，而且大家同时也在

采用法团理论来定义人民共同体的原因( Gierke，1957: 45) 。
不过，现代自然法理论所开启的契约国家论却实质性地改变了

universitas 的内涵和地位。所以，我们看到，尽管 societas 在某种程度上

吸纳了 universitas 的若干原则，但在契约国家论中，universitas 作为有

机整体的自然性却被消解掉了。由于现代自然法在逻辑上先在地假定

了一种自然状态的存在，从而使得除了人的自然具有天然的正当性之

外，其他基于个体之间联合而产生的整体 性 存 在 都 不 过 是 人 为 的

( artificial) 产物，都只不过是根据人的内在自然的若干法则实现的组

合。这种转变整个地消解了古典乃至中世纪以来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

哲学传统，并使得个体与国家或政治社会之间出现了一种对立关系。
比如，霍布斯就明确表示反对亚里士多德有关“人在自然上是政治的

动物”这一说法，因为在他看来，人并不能像动物那样以自然的方式和

平相处，而是需要借助契约以人为的方式实现协同 ( Hobbes，1994:

108; 李猛，2013: 93) 。这一观点同样体现在卢梭那里。卢梭认为，在

唯一自然的社会———家庭中，当养育的需要结束时，自然的联系也就解

体了，所以，“如果他们继续结合在一起，那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自愿

的了”( 卢梭，2006: 5)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卢梭的这一立场是视“每

个社会都是人为的实体，因为人对社会没有自然的需要”( 涂尔干，

2006a: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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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句话原文未找到，但从吉尔克的论述可以看出是符合其意思的。



不仅如此，即便如霍布斯那样，力图在契约缔结的 societas 之外再

赋予主权者一种人造的人格( artificial person) ，以此方式来实现一种具

有 universitas 实质意义的政治统一体( 李猛，2013: 103 － 104 ) ，但也无

法恢复 universitas 原有的等级结构的自然性了。事实上，尽管在卢梭

的契约论中，普遍意志( volonté générale) 被认为是个体实现结合并转

变为一个整体的关键———杜蒙也认为，卢梭的普遍意志相当于霍布斯

的君主，其角色就是让集合或组合而成的 societas 转变为 universitas
( Dumont，1986: 88 ) ，但这种普遍意志也不再能赋予政治体以某种

universitas 意义上的实在性了。从抽象主权过渡到具体的政府创制，这

就使 得 societas 和 universitas 两 者 的 界 限 在 卢 梭 这 里 极 为 模 糊

( Dumont，1986: 90) 。政治体的实现方式也从霍布斯的君主制变成了

没有任何中间体的共和国，变成了涂尔干所批评的原始民主制形式。
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的法国的革命者试图在法兰西这个大国建立原

本被认为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的共和制( 潘丹，2015: 60) 。
契约国家论无疑在推进整个文明进程起到过重要作用，但在进入

19 世纪之后，其局限性却越来越凸显出来。民主革命的接连失败使得

法国的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纯粹借助政治契约的方式并不能建立起

一个稳固的国家，反倒是造就了一个“一盘散沙的社会”( 罗桑瓦隆，

2012: 118 － 164) 。也就是说，政体形式无法自然地决定整个社会的性

质，实现社会团结。不仅如此，在尚未给中间体撇清与旧制度的关联之

时，契约国家论又遭受了来自急速发展的大工业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诸

如贫困、不平等和非正义等社会问题，①更加激化了对作为契约论基础

的人之自由、平等权利的争论; 特别是 1848 年革命，社会问题不但成为

公众话题，还使得这个同样源自罗马法的团结( solidarité) 概念发展成

为影响 19 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理论。②

团结主义思潮的出现，本身就是对政治与社会之关系的再思考。
如前文所言，涂尔干要论证当下“拥有错综复杂和精致的机制，以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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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杜蒙认为，“法国在十九世纪前半期同时产生了社会学与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的意识形态

是不可能只以工业革命之影响的角度来作了解的”，因为“我们要迟至 1830 年之后才能

来谈法国的工业革命”( 杜蒙，2003: 154 － 155)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社会理论的出现

最初有着极强的政治问题的指涉和关联性。
比如对国家的功能的反思。19 世纪下半叶，莱昂·迪骥( Léon Duguit) 甚至提出，主权理

论已经破产，应用公共服务( service public) 的观念取代主权概念，唯此才能解决国家介入

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法律障碍( 迪骥，2013: 36 － 66) 。



一个庞大行政部门的各式各样的机构”的现代国家之必要，从根本上

回应个人主义及社会主义的诉求，就必须思考现代政治赖以存在的前

提。涂尔干认为，以个人自由和平等权利为基础的契约国家论，无法真

正实现一个稳固的国家，其原因在于作为订立契约的诸个体的“意志

本质上是可变的，它不能作为定常事物的根基”( 涂尔干，2015: 118 ) ，

但“几乎所有这些政治理论家都把社会看作是人类的创造”，而“如果

我们是社会的创造者，那么我们就能拆毁它改变它。我们所做的全部

就是施展我们的意志”( Durkheim，1978: 44 － 45 ) 。所以，鉴于这种契

约关系的基础极其脆弱，涂尔干一开始便从个体理性之外去寻求现代

政治得以成立的纽带( 团结) 关系及其基础。
涂尔干讨论社会类型与政制的关系，显然受到了圣西门的影响。

圣西门认为，要解决现代政治的危机，必须要进行知识和社会制度上的

彻底变革。“社会契约论的目的在于保证自由”，但自由本身并不能构

成实质性目的，而且由于其形而上学的特质，这一学说并未为个体间的

联合指明一个共同的目的，当然也无法为建立新的社会体系( 或社会

组织体 系) 提 供 指 导 ( 圣 西 门，2004a: 256 － 257 ) 。这 一 点 已 然 是

universitas 观念。圣西门试图用万有引力原理建立一门“以生理学观

察为基础的人的科学”( 圣西门，2004a: 134) ，并以此来完成这一使命。
按照圣西门的说法，这种基于总体的人的科学，或人类的科学，是一门

也服从于物理学原则的社会生理学( physiologie sociale) 。所以，在当专

门的生理学过渡到一般生理学也即社会生理学时，生理学所致力于考

察的将是更高的秩序，“一般生理学不再专注于作为社会体 ( corps
social) 器官的个体”。社会生理学致力于研究的是社会体器官的功能，

也就是说，当这些作为器官的人民组成社会时，也即当“这些器官合并

形成一个独立的存在( 人类) ”时，社会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由人

所组成的团体，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机体;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一

个真实的、具有生命的存在( Saint-Simon，1965: 57 － 58) 。
圣西门指出，“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生物，并且对其加以研

究，即对社会体的诞生和它成长的各个不同时期加以研究，那么这将会

给每个社会体呈现出具有各种特征的生命样式，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童

年的生理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老年人的生理也不同于生命最初阶段

的生理”( Saint-Simon，1965: 57 ) 。简言之，在人类的生命史的不同阶

段，也就是文明进程中的不同时期，其生理特征也不一样。所以，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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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学的标准，判定社会体各器官应当发展到什么程度的文明进程，将

成为确保社会生命体是否健康的重要依据。因此，作为不同的社会体

器官( organes) 的不同类别( classe) 的人，在社会组织结构上也要随文

明进程中的不同阶段而进行相应的调整( Saint-Simon，1965: 63 － 65 ) ，

其政治体系也将由此决定。
圣西门的这种做法虽不是独创，但却实质性地推进了涂尔干对现

代政治的理解。用斯宾塞的话说，这种转变是让人们认识到社会有机

体的“构造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人造的”( Spencer，1981: 388) 。因此，

这种用生理学重建出来的自然性比之前的 universitas 还多了一层演化

逻辑。涂尔干也认为，社会体本身是一个历史展开的过程。尽管涂尔

干并不赞成圣西门从文明进程中的必然法则来推断社会组织的演化规

律，但却找到了如何从社会体自身的演化逻辑来思考现代政制问题。①

换句话说，从社会体的不同器官内部以及之间的关系也即社会结构的

角度来寻求政治危机的解决，建立实质的政治统一体，便成为涂尔干社

会类型说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础。

五、社会的两重性: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事实上，随着 tat 概念的出现，国家越来越被认为是政治社会的

某种状态。所以，在此背景下，原先作为理解国家的两个重要概念，无

论是 societas 还是 universitas，也越来越被理解成政治社会的某种形态。
在卢梭的契约论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由社会公约产生的政治体即

国家，两者是等同的，而由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状态( état civil) 则表明

国家就是某种公民所处的社会状态; 并且，由于卢梭所讲的这种公民状

态所对应的是以家庭为政治社会原始模型的某种社会状态，所以，他所

研究的契 约 国 家 就 是 一 种 政 治 社 会 的 权 力 状 态 ( Ｒousseau，1772:

240 － 241，248 － 251) 。两者的关系发展到涂尔干这里时也是如此。涂

尔干就曾明确指出过，用“国家”来指称政治社会，本身即暗示着一种

中央权力的存在( Durkheim，1975b: 179) 。因此，当现代自然法学家及

其追随者们的思想越来越占主流时，已经统合为 société 概念的 socie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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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涂尔干明确表示过，孔德的三阶段论来源于圣西门( 涂尔干，2006a: 206) 。



和 universitas 也失去了专门作为国家的一面，而是作为比 tat 范畴更

为宽泛的政治社会( société politique) 来理解，通常在不论及国家或政

治问题时，又只以社会概念的形式出现。
涂尔干指出，tat 并不能完全囊括所有政治社会，因为“没有国家，

政治社会也能够存在，而且确实存在”( Durkheim，1975c: 172) 。相比

而言，tat 所指却有更为专门化的倾向，用涂尔干的话说，“‘国家’这

个词有时指的是整个政治社会，有时只指政治社会的某个部分”，①但

“国家 是 唯 一 可 以 以 社 会 之 名 说 话 和 行 动 的 社 会 体 的 总 体”
( Durkheim，1975c: 173)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涂尔干认为，现代国家

起始于城邦，所以，从具体形态上看，不称其为国家，但仍以政治社会的

形式存在的，既有最初级的斡尔朵( horde) 、氏族，又有城邦形成之前的

氏族联合和同盟。称氏族为政治社会，是因为涂尔干曾明确指出，“一

个氏族往往包括成百上千个成员。不仅如此，它还是最基本的政治单

位; 氏族头领独自享有整个社会权威”( 涂尔干，2017: 137 ) 。所以，从

这个角度看，涂尔干有关“社会”的理论囊括了人类历史的所有社会形

态，而且也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把政治社会追溯到了有国家形态之前

的历史。换句话说，他对契约国家论中从政治社会到国家之间的过渡

做了历史化处理。
借助社会生理学，涂尔干完成了从政治哲学到社会理论的转化，而

以社会体的角度重考人类历史时，他又在历史的发端和当下现实中指

出了两种社会纽带类型: 一种是初等的像环节虫一样由许多环节集成

的环节社会，另一种是高等的组织社会。前一种集体类型，其个体“要

想一致活动，就必须丧失掉自己的运动，就像无机物中的分子一样”，

所以，以这种相似性构成的是一种机械团结; 而后一种“整体的个性与

部分的个性都得了同步发展，社会能够更有效地采取一致行动”，就像

高等动物一样，当每个器官都获得发展时，有机体也有更大程度的一致

性，所以，此种以差异化和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团结被涂尔干称为有机

团结( 涂尔干，2017: 91 － 92) 。在涂尔干看来，罗马的氏族联合和雅典

的氏族同盟属于简单合成的多环节社会，而城邦或部落集合体则是

“由若干简单合成的多环节社会的并存或融合而产生的”( 迪尔凯姆，

2009: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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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应指政府，但在涂尔干看来，国家并不包括行政部门( Durkheim，1975c: 173) 。



因此，对照《孟德斯鸠》一文来看，卢梭式民主制的原型———古希

腊罗马城邦的政制要在政治上取得一致行动，其前提必然是要先丧失

其作为每个小环节的社会的政治特征。所以，在涂尔干看来，卢梭的这

种以个体间契约为唯一和直接纽带的团结，本质上是一种以相似性为

基础的机械团结。涂尔干认为，由于此时的政治体并未出现分工，而只

能以简单的趋同才能实现所谓的民主形式。所以，在政治形式上，这种

直接性的政治形式自然也更偏向原始。与此同时，涂尔干又指出，构成

这种机械团结的纽带恰恰不是个体理性，而是基于一种观念和情感

( Durkheim，1975a: 10) 。对这种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团结中的个体所处

的意识状态，涂尔干给出了如下定义: “同一社会的每个成员共有的信

仰和情感的总体组成的一个有着独立生命的特定体系，我们可以称之

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 涂尔干，2017: 42) 。所以，在回应自然法学

家们的基本设定时，涂尔干试图表明，由于构成社会联结的纽带发生了

根本变化，其作为个体的本质特征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此刻的个体不

再是天然地享有自由和平等，也不具有自己独有的个人人格，而是处于

完全被社会占有的状态( 涂尔干，2017: 91) 。
与集体意识作为环节社会的团结纽带不同，有机团体既是功能分

化和社会分工的产物，又以劳动分工为团结纽带。从社会体的结构的

角度看，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最大的不同是原先作为环节的社会不再

能够保持其独立性，而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具有各种社会器官或组织的

社会有机体。

这些社会并不是由相似的和同质的环节复合而成，而是由不

同机构( organe，即器官) 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个机构都有其特殊

的职能，而且它们本身也都是由不同的部分组成的。社会各个要

素不仅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也具有不同的组合方式。它们并不

像环节虫那样排列成行，相互嵌搭，而是围绕同一个中央机构，相

互协调，相互隶属，中央机构则对有机体的剩余部分进行调节。
( 涂尔干，2017: 142)

从形式上看，社会的有机团结类型是一个有着各种器官组成的系

统，是一个组织社会且因组合方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态。与此相比，

社会的机械团结类型则是一种无器官( 组织，inorganisé) 和未成形(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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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amorphe) 的社会( Durkheim，1975a: 10) 。不仅如此，有机团结还逐

渐演化出了一个中枢性器官 ( organe central) 。所以，涂尔干不但用

organe 来类比社会体意义上的组织，而且还用它来指涉政治组织意义

上的运行的机构。从功能上看，作为社会的大脑的这个中枢性的器官，

就是指国家及中央机关。涂尔干指出，“大脑不但控制着所有外在关

系，还控制着整个生命。因此，生命越是丰富而集中，大脑的作用就越

显得复杂。社会也是如此”( 涂尔干，2017: 183 ) 。至于中央机构与其

他支配生活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比如专门执行经济职能的机构，涂尔干

做了如下表述，“尽管脊椎动物的脑脊神经非常发达，并且对交感神经

系统产生一定的作用，但它还是为交感神经系统留下了很大的自主余

地”( 涂尔干，2017: 180 － 181 ) 。由此可见，社会有机体的脑脊系统指

的就是国家，而大交感神经系统中心则指同业公会这些中间体组织

( 涂尔干，2017: 176) 。
涂尔干这里有一个基本讲法: 在社会的演化过程，也就是在劳动分

工过程中，社会会产生一种不断集中( concentration) 的趋势。换言之，

分工既能产生社会团结所需的凝集力，又能不断地吸纳更多的小社会，

使环节社会变成组织社会，进而形成一个更为庞大的社会体。所以，在

不断集中化和功能分化的过程中，社会有机体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呈

现出类似生物界的演化特征，按涂尔干的说法，“中枢性器官的规模越

大，社会也就越属于高等类型”( 涂尔干，2017: 180 ) 。因此，与未达到

国家状态的政治社会的这些环节社会不同，有机团结不但包容性更强，

其囊括的范围也更大。中央机构也将更大、更发达。所以，涂尔干不但

从社会体演化的角度证明了国家的历史必然性，批驳了无政府主义或

圣西门式的国家观，而且还从社会有机体的角度证明了我们对国家的

依赖总是有增无减( 涂尔干，2017: 184 － 185 ) 。事实上，涂尔干强调国

家的社会团结和调节的功能，又在某种程度上批评了现代自然法学家

及其追随者们的国家观。
不过，尽管“劳动分工逐步替代了共同意识曾经扮演过的角色，高

等社会的同一完全靠分工来维持了”，而且，涂尔干也从机械团结到有

机团结归纳出一条历史法则:“起初机械团结还能够，或几乎能够独当

一面，后来则逐渐失势了，有机团结渐渐跃升到了显著位置。既然人们

相互维系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也会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但

涂尔干还表达了另一观点: 尽管“机械团结再也没什么优势可言，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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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的安排方式也不再作为单一的社会结构，甚至是最根本的社会结

构”，但“在高等社会里机械团结依然能够存在”( 涂尔干，2017: 134 －
135、146 － 147) 。涂尔干的这一表述并不只是指现代社会以松散形式

存在的联邦国家或集权国家的组织形态，而是想再次表明“这两种社

会实际上只是一个社会，或者说是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 涂尔干，

2017: 90) ，“所有过去和现今的社会都只是这两大社会类型的变种”
( Durkheim，1975a: 10) 。因此，在涂尔干这里，社会体本质上具有一种

两重性，即便是现代社会，仍然保留着某种机械团结的特征。
涂尔干强调有机团结而不是机械团结之于现代政治的意义，无疑

又把前文中提到的如何在孟德斯鸠所说的君主制的有机社会结构基础

上建立民主共和制的问题拉了回来。所谓现代欧洲的大型民族国家，

也就是孟德斯鸠所认为的类似法国这样适宜君主政体的大国，君主和

贵族之间既有分工又相互依存。“君主政体的性质是‘中间的’、‘附属

的’和‘依赖的’这些权力所构成”，而且孟德斯鸠认为，其中“最自然的

中间的、附属的权力，就是贵族的权力”，并且“没有君主就没有贵族，

没有贵族就没有君主”( 孟德斯鸠，2005: 15 － 16 ) 。所以，如果涂尔干

旨在恢复政治中间体，那么，对于他而言，势必会涉及在此有机结构中

实现的政治形式何以是民主制而不是君主制，并且又在何种程度上不

是复辟旧制度的法团体系。

六、社会的演化: 国家和职业群体

在政制问题上，涂尔干仍是从社会体的演化逻辑来展开讨论的。
不过，涂尔干要区别于先前基于某项原则进行观念推演的方法，从具体

实在的层面上进一步论证现代政制及其社会基础。而这也是从批评现

代自然法学家的历史观开始的。
涂尔干认为，像文明阶段论这种历史观本质上是一种线性的进化

论，这种历史观“只看到了一代接着一代世世相传并因本性相同而走

在同一方向的个人”( 迪尔凯姆，2009: 40) 。这种历史观极易把社会的

演化当作人性推演的产物。涂尔干指出，社会的演化是一个从简单到

复杂的过程，而不是单一体的单线演化逻辑。在涂尔干看来，“社会的

相继发展不是以几何直线的形式出现，而更像一棵向四面八方分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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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 迪尔凯姆，2009: 40) 。在此历史观和演化逻辑下，“任何一种社

会都是由比它更为简单的社会构成的”，所以，涂尔干认为，“只研究这

最简单的社会是怎么自己形成的，它的组合体是怎样组合起来的，就可

以了”( 迪尔凯姆，2009: 98) 。换言之，在涂尔干看来，不同社会形态所

属的社会种的形成，都不过是比它更简单的社会集聚( agréger) 和融合

( coalescence) 而成的。
由于“所能进行的组合有限，而且大部分组合必然重复。这样，就

出现了社会种”( 迪尔凯姆，2009: 103 ) 。所以，从社会形态学的角度

看，涂尔干认为，进行组合的要素有限就决定了社会种的数量也有限。
不仅如此，在分工及传染机制的作用下，文明逐渐抹平了集体类型之间

的差别( 涂尔干，2017: 97、258) 。① 所以，对于欧洲社会而言，涂尔干认

为，自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开始，一个统一的欧洲社会也已逐渐形成。
欧洲社会的形成，同样也是从社会的两重特征上展开的: 伴随着共同意

识的形成，所有欧洲民族正在自发地组织形成这个社会 ( 涂尔干，

2017: 238、363) 。事实上，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涂尔干基于法国的对现

代政治的观察，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换句话说，他以法国为典型的经

验推展构成了对英国乃至德国的分析( 涂尔干，2006a: 368) 。
然而，由于“祖国是目前能够实现的唯一社会形式”( 涂尔干，

2017: 364) ，或者说，国家是当前唯一能够实现的组织社会的最高形式

( 涂尔干，2015: 81) ，那么，在此前提下，现代民主制国家又当如何形成

呢? 由前文讨论可知，涂尔干认为，“在西欧各民族中，国家来源于社

会的自发发展”( 涂尔干，2006a: 309) ，所以，基于这种历史观和对待政

制的态度，涂尔干便从作为政治社会起点的氏族社会着手，分析整个政

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在他看来，从整个历史演进角度看，从环节社会到组织社会经历了

若干阶段。②

首先，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阶段。按照时间序列来看，从最原

始的到氏族这种政治—家族组织式微为止: ( 1) 以易洛魁人为代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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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尽管涂尔干这里指出了文明对统一社会类型的形成起到过作用，但他仍然坚持认为，文

明并不能作为划分社会类型的标准( 迪尔凯姆，2009: 105 ) 。按照后来布格莱( Célestin
Bougié) 的讲法，涂尔干批评的应是偏重物质文明划分的历史阶段论。
此部分讨论的社会的演化详见《分工论》第一卷第六章第一、二小节 ( 涂尔干，2017:

135 － 150) 。



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组织; 《摩西五经》时代的犹太人社会次之，但后者

略微先进，两者都是政治—家族组织; ( 2) 以萨利法时期的法兰克人为

代表，已经发展出了集权，以及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的完整框架; 村庄

开始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政治—家族组织开始式微，百人团开始成为

政治单位; ( 3) 以《十二铜表法》时期的罗马社会为代表，这一时期产生

了法团和同业公会，分工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其政治单位是百人团大会

或部落大会; 同时，属于同一类型的雅典城邦社会比罗马的城邦社会略

微原始，因为它的政治—家族组织消失得略晚。
其次，以村庄为基础的地域阶段。按照涂尔干的说法，在对共同祖

先的追忆逐渐消退之后，“从这种状态里产生的家族关系逐渐消亡以

后，氏族也只能把自己看成是局限在某一区域的聚居群体了”( 涂尔

干，2017: 146) 。这一阶段实际上与罗马时期的城邦社会已有重合。
涂尔干说:“就像罗马的 gens 从属于库里亚一样，这种群体被划归到类

似的但却比较大的区域里，如百人团、克兰或郡，而后者又往往被划归

到更大的区域里，如县、州或省，从而构成了整个社会”( 涂尔干，2017:

146) 。这一阶段中存在的欧洲集权国家和纯粹的联邦国家亦表明机

械团结在高等社会中依然存在。
最后，以职业群体为基础的组织社会阶段。涂尔干认为，中世纪以

后，由于城镇的出现，环节组织逐渐失去其原貌，同时也逐渐失去其作

为政治和社会单位的功能。这期间，“家族组织消失了，地方宗教也永

远消失了”( 涂尔干，2017: 147) 。“随着组织社会不断发展起来，各种

环节就需要把许多市场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市场，把整个社会都包括进

来”( 涂尔干，2017: 329 ) 。所以，地域划分逐渐失去其自然性，也越来

越表面化，取而代之的是职业组织，并逐渐成为政治和社会单位。最初

还只能局限在单环节社会，以及之后又在城镇得到发展的职业群体，在

涂尔干看来，“将来总归会有一天，我们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会完

全，或几乎完全建立在职业基础上”( 涂尔干，2017: 150) 。
由此可见，在整个西欧历史的发展中，政治体的基本单位从家

族———尽管涂尔干已指出这是一种误用，①到百人团、百人团大会或部

落大会，再到以地域为单位的村庄、县、州和省，乃至接下来出现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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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涂尔干认为，“在犹太人那里，氏族常常被人很不恰当地称作家族，它包含了数以千计的

成员，据说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 涂尔干，2017: 139) 。



群体，是一个不断演化和替换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涂尔干所力图证

明的政治的基本单位没有一个是以个体的个人为基础的。这与卢梭式

的直接民主制区别开来。不过，涂尔干要证明现阶段的政治基本单位

是以职业为基础，而不是地域的行省或所谓封地意义贵族制，那么，他

仍需说明: 这种转化是何以可能的，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换。
在这一问题上，也就是在社会体自身演化逻辑上，涂尔干依旧延续

了生理学解释。涂尔干认为，像高等动物一样，社会的环境和处境也经

常变化且越来越复杂，但要获得生存，其适应能力必然要得到发展，其

中能够增强其适应能力的就是功能与器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趋向于相

互独立。“( 社会的) 这种不断增加的相对灵活性，验证了功能越来越

脱离器官而独立存在的事实”，因为“如果功能紧紧维系在非常确定的

结构上，那么它很容易陷入一种僵化的状态”，所以，“如果说功能本身

变得更加灵活的话，那是因为它与器官形式的联系不再那么密切了，两

者之间的纽带也变得更加松弛了”( 涂尔干，2017: 292) 。
事实上，正是因为功能和器官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了，所以，在面临

环境变化和更为复杂的环境时，担负政治功能的器官，也就是政治组

织，才得以根据具体情境来实现替代。由职业群体替代区域性选举团

单位，①亦是涂尔干为应对大工业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冲击给出的解决

方案。涂尔干指出，“支配现代经济生活的活动还不能算是一种正常

活动”，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已经很难找到类似于大交感神经系

统的神经节这类支配中心了”( 涂尔干，2017: 176) 。按照前文的类比，

涂尔干旨在用职业群体来重建大交感神经系统中心，并使之与脑脊神

经产生实质关联。所以，在《分工论》第二版序言里，涂尔干明确提出，

职业群体或法人团体“将来会变成一种基础，一种政治组织的本质基

础”，而且“社会也将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即由大片土地合并而成的

聚居地，它将成为一种由国家法人团体所构成的庞大体系”( 涂尔干，

2017: 39) 。
以职业作为社会和政治组织基础，在当时亦不占少数，比如，当时

就有人提出，“选举团不能按照地方区域划分，而必须按照职业划分”，

732

论 文 现代政治的社会基础

① 涂尔干对这一观点做了补充:“我的意思不是说地方选区应该统统消灭，而是说它们应该

退到后台去”，因为“某种意义上讲，新制度产生的时候，旧制度不会完全丧失，不会不留

下一点儿痕迹”，因此，“以地方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还会存在下去。不过在将

来，这些组织的地位不会显得像现在这样重要了”( 涂尔干，2017: 41) 。



“政治议会必须恰当地反映多样化的社会利益及其相互关系”，涂尔干

的这一提法自有其背景，只不过涂尔干所强调的却是恢复法人团体的

形式。从社会体的角度看，重建法人团体的提出，亦不免让人联想起旧

制度以及杜蒙所说的 universitas 观念的复兴。对涂尔干来说，现代政

治要建成实质性统一体，实现社会团结，也即要建成一个国家法人团体

系统，必然是要应对新的工业生活条件，在以由分工带来的职业分化的

背景下，要提出既带有调节经济生活的功能，又可作为道德生活的环境

新的组织形态方案( 涂尔干，2017: 330; 迪尔凯姆，2001: 415 － 422 ) 。
职业群体便成为法人团结的现实形态，而这种法人团体已大不同于旧

制度的法团制度。
至此，涂尔干不但用社会体的历史演化证明了政制是如何伴随并

依赖于社会体结构变迁的，而且还论证了国家作为现代政治的必然形

态理应具备复杂的机制和庞大的机构。不仅如此，无论是对于欧洲社

会而言还是专指法国社会，要建立现代民主制，在总体社会结构上仍要

依托一种基于职业群体的均衡结构，而由后者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形态

正是现代政治的基础所在。

七、余 论

1900 年，涂尔干在《19 世纪的法国社会学》中提到，社会学在法国

的催生和发展大致有三次高潮: 一次是波旁王朝复辟的头几年出现的

一股对理性主义的热情，即期盼借助理性也就是科学找到重建国家的

道德组织方案，这期间出现了圣西门主义、傅里叶主义、孔德主义和社

会学的诞生。第二次是 1848 年的革命。最后一次是 1870 年普法战争

后，即在第二帝国刚刚崩塌后，社会学重新复兴，力图重造一个组织

( 国家) ( Durkheim，1970: 121 － 123) 。按照涂尔干自己的讲法，法国大

革命后，在其历史中始终伴随着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运动( 涂尔干，

2006a: 153) ，所以，法国的社会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它与国家主

义运动这一大背景不可分离。
然而，在面对既有的国家观时，自卢梭以来的契约国家论却成为法

国难以建立实质政治统一体的障碍，涂尔干有关“社会”的理论任务便

是针对这一问题而提出的。当然，涂尔干要从社会范畴的维度回应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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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由政治哲学所奠定的国家理论，自然少不了对所谓社会学先驱们的

讨论。事实上，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人的讨论中，在对现

代自然法学家及其追随者们的社会观进行批评的过程中，涂尔干既表

达了从社会学角度讨论国家理论的可能，又不自觉地批判性地继承了

中世纪晚期以来用以构想现代国家的 societas 和 universitas 的两大

传统。
对于涂尔干而言，要讨论现代政制问题或是要解决现代政治的内

在矛盾，其方法并不在于对政制问题的直接讨论，而在于对其所依赖的

社会基础进行科学研究。涂尔干理论上的论证是借用圣西门以来所奠

定的社会生理学来实现的，亦受团结主义思潮影响。从涂尔干的论题

上看，如何寻求现代社会团结的机制，以及如何论证出符合现代高度复

杂的被涂尔干称为高级组织社会的国家形式，即找到政治社会的正常

形态，就成为其社会理论的基本母题; 而这一母题又被他置入社会结构

之中，成为其道德科学的核心议题。所以，在对所谓的社会基础的讨论

中，涂尔干力图表明社会体及其演化有其自身的法则和现实形态，而政

制问题，用其后期思想的术语来说，不过是这种社会体结构的某种表现

而已。
事实上，通过对政治社会的历史及现实的考察，涂尔干还力图表

明，他所讨论的法人团体以及由其建立的国家政制形态具有某种普遍

性。换句话说，在涂尔干看来，法国问题实则是作为欧洲问题而存在

的。通过重建法人团体这一中间体，我们可以看到涂尔干所要表达的

实则是以现代职业群体为依托的代议制民主制。然而，限于主题和篇

幅，涂尔干后来从社会范畴重新讨论政体类型未能展开，而其中恰恰包

含了涂尔干对现代民主制的讨论，尤其是对如何在现代欧洲的大型民

族国家建立民主制问题的回答。不仅如此，有关涂尔干从社会体的精

神层面去讨论现代民主制在机械意义上的团结，也即如何在世俗化的

背景下重塑共和制，以及对国家之本质和个人权利起源的回应等问题，

本文都未予以讨论。这也是接下来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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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26. 9 billion words，together with other macroscopic economic and social data，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how th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hanges from 1949 to 2008 and find
the mechanism inside． The section of data description shows that the discourse of
“class”( jieji) has been reduc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while
the public attention to stratification ( jieceng) has been increasing． Furthermore，we use
the method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o create an index measuring the public
concerns about stratification ( LC) ，and establish the casualty between LC and other
time series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dicators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method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 The result shows: ( 1) As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China proceeds，
the ascending level of LC depends on the increasing trend of soaring national economy，
widening income gap and activ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 2 ) Income inequality is more
influential in the two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 3) The direction of the official opinion
does not exert critically permanent impact on the public attention to issues with respect
to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but in turn is affected by the latter． This study provides a
great historical span and macro-level verification for traditional subjective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based on individual sampl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s: Durkheim on the History and
Ｒeality of Political Society Li Yingfei 216………………………………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modern political issues from the social perspective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and content of mile Durkheim ＇s sociological though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examine Durkheim＇s early works，traces Durkheim＇s transformation
from“political”to“social”and try to find out that how he established the social theory
for modern politic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rkheim＇s two types of social solidarity to
some extent is in the two conceptual traditions of universitas and societas which have
been used since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o envision the modern States． While Durkheim
did a physiologic transformation of these two concepts，he also established a theory about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and Ｒeality of political society． Durkheim＇s professional group
theory can only be properly understood if it is placed in this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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