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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奴隶制而肯定其因素的存在
———学习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的心得

陈其人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７－１０

　　作者简介:陈其人(１９２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序言,３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３８７~３８８

　　内容提要　在尚未读到恩格斯关于奴隶制有两种类型时,作者认为亚细

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从而否定东方至少中国有奴隶制的存在;但是,在否定

的同时,却看到奴隶制因素的存在;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因素中的一种,却是

恩格斯所说的家庭奴隶制.读了恩格斯的有关说明后,作者就明确认为有两种

奴隶制:劳动奴隶制和家庭奴隶制.

　　关键词　亚细亚生产方式　劳动奴隶制　家庭奴隶制

　　马克思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

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①

　　恩格斯６７岁时,在为１８４４年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美国版序言

中说:“在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阶级压迫的支配形态,那就是不只剥夺大众

的土地,并还占有他们的人身的奴隶制.”② 他从写作«反杜林论»开始,就一直

认为奴隶制有两大类型,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其中的一种.

一

　　１９３７年,王渔纯出版一本书,书名叫«中国社会经济史纲»,其作者是王亚

南.他在书中介绍了在苏联、日本和中国对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什么的争论,这
从一个侧面看就是中国奴隶制是否存在过的问题.与此相适应的,是中国历

史学家有人主张中国存在过奴隶制.当时作者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共

产主义社会,否认中国存在过奴隶制;因而与中国历史学家的主张相反.现将

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社会,从而否定奴隶制在中国存在过的学者意见,
以及主张中国存在过奴隶制的历史学家的看法,分述如下:

　　上述在苏联、日本和中国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即关于亚细亚生

产方式的性质问题的争论,是由于纯粹的理论问题,还是由于实践问题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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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辑 否定奴隶制而肯定其因素的存在 １２９　　

起,我们用不着去管,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在这种争论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社会

经济史的论证,一方面虽然不免引起许多议论上的波澜,但同时却也大可给予

我们有益的暗示.

　　所以我们在这里想把这种争论的经纬,划出一个轮廓.

　　理论上争论的根据,是由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作者马克思引起的.他

在这本著作中,原主张“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太古的社会,封建的社会,今
日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各划一个重要的时代”.但他在１８５９年所出版

的大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却稍微改变了它的表现方式.他的说法

是这样的: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

会经济形态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

　　这种说明与前面的不同之点,只是在时代的区别上,把封建的生产方式或

以前的社会由“太古的”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或者是在“古代的”前面,加
上一项“亚细亚的”.

　　马克思在社会进化阶段上的这种修正的表现,绝非对于其原来的主张有

所变更,相反,却是更推进一层的认识.原来马克思在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
时,尚不充分明了人类史上的氏族秩序的位置,即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
时,也还只是注意到亚洲特别是印度残存的原始共产社会,这种事实,就是他

的挚友恩格斯也不否认.他曾就摩尔根在１８７７年出版的«古代社会»中说:
“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他于北美印第安人的氏族制度中,发现了希腊、罗马

及日耳曼的古代的迄今尚未解决的最重要之谜的关键.”①这就是说,在１８５９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问世时,这“最重要之谜的关键”,尚不曾被马克思把握

着,但他在１８５３年发表的«中国印度论»,已经知道东方或亚洲的原始共产主

义的残余,同时又因他确认古代的社会,一定要由此种原始共产社会所导出,
所以他在尚未充分找寻到其他一切社会全部经过这种历史阶段的证实以前,
就先将大体知道的中国印度或亚细亚的原始社会,作为古代社会所由此导出

的前一阶段.所以,这里所谓“亚细亚”的含义,显然是一般的指着原始共产社

会.

　　但是,现在研究东方社会的社会学者,为了支持各自提出的主张,便对于

这种“亚细亚”的字句,分别作机械的望文生义的解释,以为“亚细亚”云云,是
专门对亚洲的生产方式来说的,这就是把亚洲的社会发展规律,从一般社会的

发展规律“驱逐”出去,换句话说,就是在承认亚洲社会的特殊性的前提下,把
亚洲的生产方法,看成是一般生产方法的例外.持这种观点的,有许多著名的

学者,例如普列汉诺夫、柯金和马扎尔等人.但是,这三人的说法就各不相同.

① 转引自间早川二郎译亚细亚生产方式论[M]３８

The World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Economy (WAPE) 
Homepage: www.wapeweb.com  Email: wapemember@vip.163.com

CC BY-NC-SA 3.0



１３０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普列汉诺夫是高唱地理的唯物论的.所以他认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及封

建的生产方式,可以看成是同时存在的经济结构,而不是继起的经济结构.他

这种解释,就恰好投合他的地理唯物论的倾向,因为这一切社会结构的独立

性,可以说是发生在地理条件的独立性,但马克思在前面那段话中说过:“大体

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形态

向前发展的几个时代”,不是已经显然表示那是继起的而不是并存的经济结构

么?

　　现在谈柯金的主张.柯金是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特殊性或例外性的,
他以为中国在纪元前１５世纪至２０世纪,是过着氏族生活的,此后至公元前二

三世纪即至战国末期为止,便生活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中;降及秦汉以后,则是

封建主义的统治.这是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硬插入封建社会与氏族社会之间.

　　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特殊性最力的,则是马扎尔.他是现在研究东方

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世界权威.他的主张,差不多可以代表一切承认中国

社会之特殊性学者的意见.他和他一派学者,都认为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

会,有下面四种特征:

　　(１)土地国有———非私有;

　　(２)人工灌溉及因此而引起的大规模公共事业组织之必要;

　　(３)农村共同体;

　　(４)在国家形态上表示的专制政治.

　　据马扎尔说,大规模灌溉组织的必要,由于它是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

政治的前提条件,但他知道政治组织是由一生产形态构造导出来的结果,所以

他把土地国有———非私有,看成是理解亚细亚特殊生产方式的关键.本来大

土地所有是欧洲封建制度的一种显著的特征,东方诸国土地既归国有,就当然

不能与欧洲封建的生产方式相提并论.

　　把治水或进行水利工程的要求,作为中国集权的官僚专制政治形态产生

原因的说法,最早也许可以说是见之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此后“亚细亚”
国家形态与水的关系,不时有人谈到,但当作一个水的理论体系来强调的,都
是一些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如马扎尔,他们都以为亚洲一些古旧国家,如巴

比伦、印度,都有治水的故事,中国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流传得更是普遍,因此,
当他们对中国很早出现的集权专制政治形态感到不能理解时,就把原因归之

于治水的要求上.

　　但马扎尔在这里犯了两大错误.第一,他忽视了以下的事实,即封建的土

地所有关系的本质,就是由主要生产条件即土地的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剥削

其剩余劳动,并结成农奴的主从关系,至若土地所有者,是私人或国家,那是无

关大体的.

　　第二,即使退一万步承认土地国有和私有,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封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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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辑 否定奴隶制而肯定其因素的存在 １３１　　

方式的一大区别,但马扎尔认定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延至西方资本主义

侵入中国以后,才开始破坏的,然则中国土地私有的现象,也是延至这时候才

开始发生的么?

　　我个人认为,马扎尔这一段论述,又有新的错误.我注意到他认为中国社

会所有的四大特征之一是农村共同体,在农村共同体中土地是共有的,但在中

国它的破坏不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而是早在秦国商鞅变法之时,
这时是中国由领主地主封建制度变为中国地主封建制度的历史变革时期,即
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变为土地可以买卖.马扎尔的论述,显然不符合中

国的历史情况.

　　但是,无论马扎尔也好,以及前面论述过的普列汉诺夫或柯金也好,他们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定东方或中国社会演变规律,不能依一般社会或欧洲社

会的演变规律去解释,从而对于前面所说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

有产者的生产方式”云云,在普列汉诺夫的解释下,几种生产方式在空间上是

并列的,即:

　　(１)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２)古代的生产方式;

　　(３)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按照柯金的主张,这几种生产方式的排列则如下:

　　氏族生活———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及与它并列的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

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它们在时间上是继起的.

　　按照马扎尔的主张,这几种生产方式的排列则如下:

　　中国特殊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及与其并列的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

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即它们在时间上也是继起的.

　　而事实上社会发展规律,作者认为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作者认为它是

原始共产社会)———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即它们在时间上同样是继起的.

　　总之,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曾脱离人类世界史的一般范畴,而在中

国以外的东方国家,亦属于此.

二

　　但是,否认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一件事,在相当范围内,肯定特定

民族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的差异,从而肯定特定民族之经济的社会体制及

其发展过程上的不同姿态,则是另一件事.上述四个阶段,虽然是大多数民族

所曾经历过来的重要历史时期,但各特定民族经历这些时期的方式与步骤,却
并不尽相同.例如依照上述四个阶段的演进程序,在称为“亚细亚的”原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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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产主义之后,接着就是被称为“古代的”奴隶制,以下是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
在彼此不尽相同的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的作用下,某特定民族经历封建阶段

的时期特别短,某民族逗留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时间特别长,而其他民族虽然在

封建阶段长久停滞下来,但在其前于封建制的奴隶制,却因为在实施的范围与

程度上,都不够形成一个历史阶段,于是关于这个民族的历史叙述,就用不着

一定要按照公式,对它插入一个奴隶制度时期.

　　中国在封建制的阶段是停留得极其长久的,但是“划时期”的奴隶制却不

曾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事实虽然这样,但是迁就公式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者,
却硬替中国“制造”一个奴隶制时期,不过各家说法不一.

　　郭沫若说:“西周时代,是奴隶制度时代”.

　　吕振羽说:“周代的封建国家,是建筑在殷代奴隶所有者的废墟之上”.

　　王宜昌说:“不仅从秦汉两代中广大的奴隶存在,可以证明秦汉之为奴隶

制度,而且从周代以至春秋战国的奴隶城邑,也可以证明他们为奴隶制度”;
“经过了秦汉魏晋各代的政治变革,奴隶中心地的转移及奴隶制的变化以后,
最后才由以氏族生产方式和奴隶生产方式而产生新的封建生产方式的五胡的

征服,将它推进于封建制度.”

　　王礼锡说:“奴隶制度自金已然,不过元朝的集权大帝成立,才更加扩大其

基础,而发展有作用而已.”

　　如果把上述各家所主张的奴隶制度的时期,加以综合成系列,我们便可以

发现一种有趣的结论,就是中国从夏商周三代以后,直至金元二代以前,差不

多都是奴隶社会了.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奴隶制阶段的意见如此分歧,在一方面说明了中

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明显的成为“划时期”的奴隶制度的存在,同时又表明历代

都有役使奴隶的事实存在,然而问题的焦点,不在中国历代有无奴隶,而在那

些散漫的零碎的存在的奴隶制的数量与性质,是否根本的关联到一般所谓奴

隶生产方式.

　　如果我们不否认奴隶制度是奴隶所有者与奴隶结成的社会关系,是以奴

隶所有者剥削奴隶的全部生产物(除了仅能够维持奴隶生命而外)为其经济基

础,那么上述诸家关于中国社会史上的奴隶制的认识,就根本忽视了下面两个

问题:

　　第一,典型的奴隶制度上的奴隶,是实际从事生产活动的奴隶,而不是家

内役使的仆婢,也不是在贵人要人车前马后驰驱的奴隶.然而上说诸家举证

的奴隶实例中,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九是限于这类性质的奴隶.

　　第二,中国历史上虽然间或可以发现奴隶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例子,但是

我们要注意的,是看那种生产形态,对于当时相并存在的其他生产形态,是占

着怎样的地位,换句话说,即奴隶的生产方式,是否曾在社会某一时期立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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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１辑 否定奴隶制而肯定其因素的存在 １３３　　

要地位.

　　由上面的说明,我们知道在中国社会史的发展上,并不曾经历一个奴隶制

的阶段,更确切地说,就是奴隶所有关系,即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在中国

社会经济结构上形成一个可观的,能够占一个历史时期的场面.因此,中国社

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就是由原始社会或原始氏族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

　　上述(第一)中加了着重号的文句,事实上表明作者已认识到有两种奴隶

制度:典型的奴隶制度是劳动奴隶制,东方的奴隶制是家庭奴隶制.这和作者

后来才谈到的恩格斯的有关说明实质相同.作者的才能令人佩服.

三

　　作者在肯定了中国只存在家庭奴隶制之后,又结合中国历史,指出从汉代

开始,各代存在奴隶制度的因素的具体情况.现叙述如下(下面用的都是古汉

语,阅读困难):

　　中国在殷商以后,就有奴隶存在.但是,奴隶到汉代才成为社会问题.

　　中国历代差不多都有奴隶,但任何朝代奴隶的性质,或奴隶在生产上所占

的地位,都不能够使奴隶制度在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上,成为一种“划时期”的体

制.

　　在春秋战国之际,书籍中就已显示出奴隶的痕迹.如左传昭公三年谓:
“却、胥、孤、续、庆、伯、降在皂隶.”又同七年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皂,皂臣兴,兴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牛有牧.”所以

“皂”“隶”“仆”“兴”这些名目,都不过官奴婢或家内奴隶而已.

　　在官僚主的封建制度下,官场固然用得着大量的奴婢,以壮威势,就是在

那些官僚商豪家族中,也不妨多豢养一些奴婢,以供驱使,因为当时的社会生

产状况,还不够令他们作尽量的奢侈消费的,多豢养一些奴婢,那也算是奢侈

消费的一个大项目.

　　把奴婢装饰得出色一点,主子当然看着更舒服,而且更有面子,但是,不生

产消费过大,实足以加重生产者农民的负担,所以延至哀帝之世,乃不得不设

法予以取缔,所以哀帝本纪有云:

　　“诸侯王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
毋得过三十顷,诸侯王奴隶二百人,列侯公主田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

三年,犯者没入宫.”

　　这道法令把“名田”及限制奴隶一起叙述,有人便以为当时是用奴隶耕田

的证据,其实这些贵族人家所用奴隶,都是“拱手遨游”、“游戏无事”的奴婢.

　　王莽之世,虽曾禁止奴隶买卖,但至光武时代,奴隶买卖之风,依旧盛行.
所以光武接连发了几道解放奴婢的诏令:如二年诏云:“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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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母者,悉听之,感拘执,论如律.”六年诏云:“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

者,免为庶人.”这类法令,都是在一定限度或一定条件下,解放奴婢.所以奴

婢在前汉和后汉都是同样的,成为社会一大不生产的消费.后汉书仲长统传

中有云:

　　“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

方.废居贮積,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牛马羊豕,山谷不能受.妖

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课堂.”

　　这段话中的“奴婢千群,徒附万计”,似乎就是下文“船车贾贩,周于四方”
的活动者,但“连栋数百”的“豪人之室”,确也用得着“奴婢千群”来服侍,况“山
谷不能受”的“牛马羊豕”,该要多少奴婢喂养呵.

　　总之,汉代(前汉和后汉)的奴婢,都是限于室内奴隶与“官奴婢”的性质.
间或虽有用于煮盐、冶铁、服商,以及驾驶车船的,但其数量有限;至少对于当

时社会上之决定性生产部门即农业上的活动,奴婢无所益助.而且,奴婢在当

时之所以成为问题,并非由于其生产性,却由于其不生产性.

　　然则汉代为何不用奴隶从事农业生产,而必须对有奴婢的人加以限制或

免为庶人呢? 这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农业已经相当集约化,即当时农业上容纳

粗放的奴隶劳动的余地,日益缩小了.特别是稻田耕种普及与农业的灌溉性

质,都与严格的奴隶劳动不能相容.就因为这种历史事实,中国奴隶制乃不得

不变形化.

　　奴隶制不适于中国集约化的农业生产,同时中国专制机构下所演成的灾

荒动乱以及强豪的兼并土地,又适足以不断的造出大量的失业者流氓或奴隶;
于是,这用不到生产事业上的大批奴隶,乃适应了专制贵族官僚大摆封建场面

的要求.所以如其把古代希腊罗马社会那种奴隶体制看作典型的奴隶制,那
中国只算有了奴婢制,或者至多只是有了一种附着或寄生于官僚的封建机构

的奴隶制.因此,奴隶制度不能在中国占有一个分割历史阶段的地位.

四

　　作者一直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解为原始共产社会,是基于以下三种认

识: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原始共产社会的积极主张者.马克思于１８５９年

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划分历史阶段时,理应会概括当时可能找到的材

料,把这个对于理论有极重要的阶段列举出来.

　　第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有关文句是“就一般的轮廓说来,亚细亚

的、古代的、封建主义的及现代资产阶级的诸生产方式,可以作为经济的社会

形式的几个递进阶段”;把“亚细亚的”放在“古代的”之前,而又概括地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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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的社会形式的几个递进阶段”,那不已很清楚地说明亚细亚的生产方式

是指原始社会么?

　　第三,所有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成是原始社会崩溃以后的奴隶制的各

家,都不曾对马克思在其他文献中广泛涉及近代以前的“亚细亚”形态,做过合

理的不自相矛盾的解释,因而,把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一般历史区别,和他

以“亚细亚”形态指商业、货币以及土地所有等具体历史形态,区别来看,就似

乎比较讲得通些.

　　直到我买到一批柏林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把有关文句再加比照研

讨之后,才觉得我以往的推论,完全是对于作者原意的误解,那是值得提出来

自行检讨的.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不是指原始社会,也不是指封建社会,而是指奴隶

制阶段,在恩格斯晚期的著作中,曾这样明白告诉我们:“在‘亚细亚’的和古典

的古代,阶级压迫的支配形态,就是那不止剥夺大众的土地,并还占有他们的

人身的奴隶制.”①当我依据恩格斯这个指示,再回头来仔细体会马克思在其

他场合讲到的有关文句时,我才确实认识到自己原来的想法是错了.马克思

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写成,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
中,就已经把他所提示的三种财产形态的第一种形态,看成“亚细亚生产方式”
的基础.在«资本论»第３卷中,他还谈到“前人总是把‘亚细亚’的古代的、中
世纪的商业的范围和意义,估计得太低,与此相反,异常地把它们估计得过高,
又已经成为时髦了.”②这里讲到的“亚细亚”的范围和意义,显然不能理解为

是阶级分裂以前的状况,而依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顺序,把“亚细

亚”的放在“古代的”、“中世纪的”或“封建的”以前,也显然不能把“亚细亚的”
生产方式,理解为奴隶社会以后的阶段.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在其他场合,在
“亚细亚的”这个语词前面附上一个“古”的幅子,如说“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
及其他生产方式内,生产物到商品的转化过程,从而,人的商品生产者资格,只
起着次要的作用”.③ 那又不止明白表示“古亚细亚的”和“古代的”通是就奴

隶社会而论,并还暗示“亚细亚的古代”和希腊罗马的“古典的古代”,是同一社

会阶段的不同发展时期,也就是说,“亚细亚”的古代,只是代表奴隶社会的未

发达的未成熟的状态,这就不但和恩格斯的前述文句完全符合,也可以解释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济的社会形式的几个递进阶段”的疑团,至于马

克思在当时即写这“序言”的１８５９年,没有提到奴隶社会以前的原始共产生产

方式,那用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中的有关文句以及«共产

党宣言»中的附注,就更加证明他对于当时未曾完全用史实证实的那个生产方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２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３８７~３８８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４１１,注５０
马克思资本论[M]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３,６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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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　　 海派经济学 ２０１０卷

式,是极其慎重地采取保留的态度的.

　　总之,马克思把“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当作未发达的奴隶制提出来,这在

他的特别是恩格斯的文献中,是非常清楚的.

　　不过,确实断定“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未发达的奴隶制度,只算做到了讨

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第一步.而我们在本文所应注意的,却在确定这

种生产方式,究竟包含了哪些特点,为什么不会进一步发展到古典的奴隶制,
它对西周的社会性质有怎样的影响? 它的哪些因素有助于地主经济的封建制

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场合讲到的不是指奴隶制阶段的“亚细亚”社
会的基础,以及货币商业高利贷形态,等等,该怎样结合中国史实加以说明?
诸凡这些问题,都是正确断定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未发达奴隶制的中外史

学专家,迄今也尚不曾给予我们以满意的解答的.然而这确是研究中国社会

史的一大课题.

　　总的说来,由于“亚细亚的”,或缩小范围说,由于中国的奴隶制的未发达

形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就限制了它向古典形态发展,而这又影响到周代初期

封建制及其后来的向地主形态的转化,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停滞症结.

DenyingSlaverySystembutAffirmingthe
ExistenceofitsFactors

—ExperiencesandSentimentsofLearningHistoryofChinese
SocietyandEconomybyWangYanan

ChenQiren

　　Abstract　BeforereadingthetwotypesofslaverysystembyEngels,

authorofthispaperbelievedthattheproductivemodeofAsiaisprimitive
society,thereforedenyingtheexistenceofslaverysysteminChina．At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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