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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刍议
黄 艳

红

摘 要：德国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在其第一部著作《危机与批判》中已经开始了概念史的实践。
他
的个人经历及其在海德堡接受的教育，
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其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和相对传统的史学方法。
在战后德国概念史的谱系中，
奥托·布鲁纳和维尔纳·孔策是两位重要的先驱者，
科泽勒克继承了他们将概念
分析与社会事实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并丰富了他们的某些重要看法；
而他提出的鞍型期概念的时间化应被视
为最有启迪意义的见解。这一见解是科泽勒克很多其他重要观念的基础，如现代的运动概念、作为集体单数
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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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
科泽勒克（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１９２３—２００６）的概念
史研究已有所关注和介绍，并在尝试将他的一些研
究路径引入中国学界。① 本文拟从科泽勒克的部分
研究和学术履历出发，简述他的概念史研究与德国
学术传统的关联，并就他的某些独创之处，尤其是
概念的“时间化”问题，作一些简单的尝试性说明，以
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莱因哈特·科泽勒克出生于今日德波边境戈尔
里茨城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市民”
家庭。其父是位
历史教师，母亲在法语和历史方面也有很好的修
养。青少年时代的科泽勒克曾随父母辗转于五座城
市，在八所学校就读过。１９４１ 年，科泽勒克应征入
伍，在苏德前线服役，次年因负伤转往德国和法国，
大战结束前夕被苏军俘虏。根据苏军的命令，科泽
勒克跟随战俘队伍从奥德河边一直徒步走到奥斯
维辛集中营，亲眼见证了大屠杀的骇人景象。随后

科泽勒克被关押在苏联中亚地区卡拉干达附近的
战俘营。在经历 １５ 个月的饥饿和困苦之后，科泽勒
克因病被释放，返回已陷入迷惘的德国。１９４６ 年秋，
科泽勒克在下萨克森接受去纳粹化教育时，遇上了
年轻的霍布斯鲍姆。后者回忆说，科泽勒克非常博
学而且思路宽广，但战争和俘虏的经历让他倍感幻
灭。１９４７ 年夏，科泽勒克进入海德堡大学，直到
１９５３ 年底提交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②
一、
《批判与危机》
科泽勒克选择这个题目绝非偶然。他的整个青
少年时代都是在危机和冲突中度过的。在海德堡
时，美苏之间激烈的对抗及核大战的恐惧促使他思
考这种“世界性内战”的历史根源，
《批判与危机》就
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之一。③ 科泽勒克试图从启蒙时
代的道德批判和乌托邦理念中寻找冷战的根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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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李宏图教授做的引介和评论工作，
《欧洲思想史研究范式转换的学术路径》，
《世界历史》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概念史与历
史的选择》，
《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另可参阅孙云龙：
《德语地区社会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学海》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方
维规教授着重分析了科泽勒克的“鞍型期”理论，并探讨其主要观念在东亚语境中的运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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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观念史集刊》第 １ 期，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第 ８５－ １１６ 页。
②关于科泽勒克的生平和学术履历，英文世界已有专著，见 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１２。
③论文于 １９５９ 年出版，１９８８ 年被译成英文：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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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何以科泽勒克长期被法学
家卡尔·施密特深深吸引并与其保持数十年的通信
联系，而后者关于政治概念的思考便首先基于危机
和冲突。
《批判与危机》英译本的副标题是《启蒙和现代
社会的病原学》，包括 １１ 篇论文。科泽勒克的论述
是从两对概念的分离出发的：即政治与道德的分
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尤其关注前者。科泽勒克试
图考察从 １６—１７ 世纪宗教战争到法国大革命这段
时期，政治与道德、国家与社会或公民之间关系的
演变，以此来探讨作为现代性危机的冷战的历史根
源。他在该著前言中说，从历史角度看，当前美苏两
国之间的世界性内战，是欧洲向全球扩张的后果。
由于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世界性扩张，当前的危机
就与现代人的历史哲学观念有关联，而这种观念很
大程度上是一种乌托邦信念。无论是当前的政治危
机还是应对危机的历史哲学，其历史根源都在 １８
世纪。①
在科泽勒克看来，美国和苏联的世界性内战的
根源在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拒绝承认政治的
支配地位，因为政治始终是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场
域。然而，
美苏两国的政治都受乌托邦性质的、道德
化的意识形态的左右，致力于追求未来的美好世
界，② 但没有给对手留下空间，因而注定要走上相互
摧毁的道路。③
《危机与批判》的分析模式看来严格按照辩证
分析模式展开。第一步，科泽勒克论述了绝对主义
国家的兴起，认为这是回应宗教战争导致的危机的
政治方案；第二步，他将启蒙思想家的道德批判描
绘成对绝对主义国家的一种回应；第三步，阐述这
种批评如何导致政治危机并为新的内战铺平道路。
新的内战以法国大革命的形式展开，历史哲学是论
证其合理性的依据，
并一直萦绕着今天的世界。
科泽勒克认为，绝对主义国家是宗教战争的解

决方案，国家的功能是垄断外在暴力，维持相互冲
突的各派别之间的和平。他尤其集中于对霍布斯的
分析。霍布斯将政治限定为国家的领域，将道德限
定为臣民的私人领域，臣民以外在的服从换取国家
的保护。这个过程也是政治世俗化的进程，政治摆
脱了神学及其附带的道德考量。④
当道德被驱逐到私人领域后，个人会根据道德
准则去评判政治，当这种私人自由被日益充分地运
用时，公共领域就开始形成，这是第二个阶段，即资
产阶级或市民阶层的兴起。根据科泽勒克的看法，
市民不仅认为道德不同于政治，而且认为它高于政
治，于是绝对主义国家开始蒙受激烈的道德批判。
洛克是第一个系统地对政治中的好坏和善恶进行
表述和评判的启蒙哲人。这样，绝对主义国家和新
的市民社会出现分裂，后者开始质疑前者的合法
性。⑤
紧接着，新社会在新的历史哲学中找到了批判
旧国家的依据。公正、理性、道德等话语，都在这种
以未来为赌注的历史哲学中被合理化，因为这些道
德价值的实现都是“历史的必然”。科泽勒克认为，
这种未来主义的乌托邦历史哲学会让人逃避实际
的政治责任，因为人们可以轻松地说，采取某种行
动是历史的内在进程所需。他在全书的最后总结
说，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是绝对主义主权论的天然的
孩子。由于绝对主义国家的自我理解就是国家和道
德的两分，它在道德方面是缺席的，将良心的自由
留给了臣民，所以当道德批判外溢发展成公共舆论
时，它显得束手无策。⑥
《批判与危机》是二战期间到战后初期的一种
思想浪潮的片段，而这个浪潮就是从启蒙反思极
权主义的源头。科泽勒克自己曾多次提到，这部
作品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明显地
相似。⑦ 但是，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科泽勒克
在战后德国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家，他对政治

①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ｐ．５－ ６．
②我国学者也已注意到冷战历史中关于未来的意识形态之争。参阅张杨：
《
“未来潮流”之争：中美意识形态对抗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的东南亚政策》，
《世界历史》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③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４６－ ４７．
④
“Ｈｏｂｂｅｓｉａｎ Ｒ 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ｐ．２３－ ４０．
，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Ｃｒｉ－
⑤“Ｌｏｃｋｅ’ｓ Ｌａｗ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ｅｎ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ｐ．５３－ ６１．
，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⑥“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 ｏｕｓｓｅａｕ， Ｄｉｄｅｒｏｔ， Ｒ ａｙｎａｌ， Ｐａｉｎ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ｐ．１５８－ １８６．
⑦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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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明显受卡尔·施米特的影响。《批判与危机》
显然持这样的观点：即启蒙思想家们是在谈论政治
的道德论者，而非从事政治的国务活动家，这与施
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强调政治的自主性是一
致的。① 不过，
最近有学者强调，这种以决断主义为
特征的政治学说是基于冲突和危机的现实而产生，
它把国家理解为一个中立的主权实体，而这是 １９
世纪德国观念的延续。尽管在 ２０ 世纪前半期的危
机年代，施米特的政治学说很有诱惑力，但随后
它与德国相对和平的整体形势不相匹配，并在与
鲁道夫·斯门德（Ｒｕｄｏｌｆ Ｓｍｅｎｄ）学派的竞争中逐渐
失势。② 因此今天，当我们在回顾科泽勒克对于“批
判与危机”的评判时，必须注意到其保守主义的意
识形态背景。他的观点与哈贝马斯对启蒙时代公共
领域的评价形成鲜明的对比。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
域带来的开放、进步和解放效应，而科泽勒克更关
注其对政治的摧毁作用。③
科泽勒克的保守立场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他的
大学教师资格论文 《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普鲁士》对
普鲁士官僚制的看法非常接近于传统认识，即它是
一个中立的、超阶级的、
积极推动现代化的机构。这
与流亡美国的德裔犹太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的
经典著作的批判性立场形成鲜明对比。④ 虽然他曾
在比勒费尔德大学工作多年，但他并不赞同比勒费
尔 德 学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汉 斯 —乌 尔 里 希·韦 勒
（Ｈａｎｓ－ Ｕｌｒｉｃｈ Ｗｅｈｌｅｒ） 等人对德意志“独特道路”
（Ｓｏｎｄｅｒｗｅｇ）问题的解析。⑤ 关于科泽勒克的政治立
场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
应该作进一步的探讨。
除了卡尔·施米特，在海德堡的求学岁月中，还
有四个人影响了科泽勒克：历史学家屈恩（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Ｋüｈｎ，１８８７—１９７３），哲学家海德格尔、卡尔·洛维特
和伽达默尔。屈恩是科泽勒克的博士论文指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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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著作《宽容与启示》采取概念史的视角，考察了宗
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之间新教各派的各种宽容与不
宽容，科泽勒克称他是概念史的“创始者”
之一。⑥ 在
《改革与革命之间的普鲁士》重印时，科泽勒克在卷
首写下了纪念屈恩的献词。⑦ 卡尔·洛维特对科泽勒
克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历史的意义》一书中的重要
见解：现代历史哲学是一种“世俗化的末世论”，人
取代上帝之后开始自行创造和引领历史，并规划出
历史终极目标。⑧ 该观点鲜明地体现在科泽勒克对
于“历史”概念的解读中，而且他也像洛维特一样，
对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念抱有深刻的怀疑之心。
《存在与时间》是对科泽勒克启发最大的著作之一，
有人甚至认为，他把海德格尔关于个体存在的时间
维度的分析移植到了社会的时间性上。不过，科泽
勒克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特别是“经验空间”和
“期待视域”
，也深得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启发。⑨
在《批判与危机》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导师的
影响。如第八章关于“批判”的分析，就已是一种相
当明确的概念史研究。该词于 １６００ 年左右从拉丁
语进入英法等现代语言，１７ 世纪已经是个常用的概
念，但经常被用于对文学艺术的评估。在人文主义
者那里，批判概念非常接近于对《圣经》等经典文本
的语文学考订，如 １６７８ 年理查德·西蒙的著作《旧
约的批判史》。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１７ 世纪的
文本批判是为信仰和国家服务的。但皮埃尔·培尔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ａｙｌｅ）标志着一个转折，因为他特别强调批
判是“理性”的批判，这样，批判就越出了语言、美学
和历史的领域，到启蒙时代和康德那里，宗教和国
家法律也需要接受批判。⑩
科泽勒克对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和乌托邦观
念的分析，则鲜明地打上了洛维特的烙印。他认为，
资产阶级启蒙人士对政治现状的道德评判、对进步

刘宗坤、朱雁冰等译，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１５ 年。
①见卡尔·施米特：
《政治的概念》，
②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１３３－ １３５．
③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８０－ ８７．
④Ｈａｎｓ Ｒ 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Ｐｒｕｓｓｉ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１６６０－ １８１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Ｂｅａ－
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９６７； 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１４４－ １４９．
⑤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２４６－ ２５０．
⑥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２０．
⑦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Ｐｒｅｕ覻ｅｎ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Ｒ ｅｆｏｒｍ ｕｎｄ Ｒ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Ｋｌｅｔｔ－ Ｃｏｔｔａ， １９７５．
⑧卡尔·洛维特的这部著作的中译本为《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
李秋零、田薇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 年。
⑨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２２０－ ２２４．
⑩“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Ｓｉｍｏｎ， Ｂａｙｌｅ，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 Ｄｉｄｅｒ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Ｅｎｃｙｃｌｏｐéｄｉｅ’， Ｋａｎｔ）”， ｉｎ 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９８－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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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坚定信念、对历史终极目的的末世论观念结合在
一起，就产生了将眼光投向未来乌托邦的想法。他
们认为这种乌托邦哲学将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得
以实现。①“未来”这一时间维度也已经出现在科泽
勒克的研究视野中，并将在他的重要文集《过去的
未来》中得到进一步的阐释。②
二、布鲁纳、
孔策与概念史
在今天的国际学术界，科泽勒克最知名的工作
大概要算他主编了《历史基本概念》，该著的副标题
是“德国政治 － 社会话语历史词典”
。③ 该书共七卷，
出版时间延续了 ２０ 年（１９７２—１９９２）。全书共收论
文 １１９ 篇，由来自不同学科的 １０９ 位作者共同撰
写。很多论文，
如《民主》
《历史》等，
时间跨度长达两
千年，一般由多位作者协同完成。有些作者特别被
倚 重 ， 如 古 典 学 家 克 里 斯 蒂 安·迈 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ｅｉｅｒ）撰写了很多论文的古希腊罗马部分。
关于这部著作的缘起及其与德国的学术史、尤
其是哲学史的关系，
已有学者作过介绍。④ 本文想谈
一下概念史研究与这部巨著的另两位主编的关系。
《历史基本概念》 虽然经常与科泽勒克的名字联系
在一起，但它的主编有三位，排在科泽勒克前面的
１８９８—１９８２）和维尔
是奥托·布鲁纳（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１９１０—１９８６）。
纳·孔策（Ｗｅｒｎｅｒ Ｃｏｎｚｅ，
布鲁纳在三人之中年纪最长，他在这项工作中
的参与并不是很多，只写了很短的一篇论文《封建
主义》。⑤ 布鲁纳原籍奥地利，
是位中世纪史专家，他
于 １９３９ 年发表的《乡村共同体与领主制》被视为 ２０
世纪德语史学界最重要、可能也是争议最大的作品
之一。⑥ 该著以奥地利以及一些巴伐利亚的史料为

基础，试图对中世纪晚期的制度史进行概念上的重
塑。布鲁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１９ 世纪造成的
断裂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还有认知方面的，
而概念史研究是弥合认知断裂的桥梁。《乡村共同
体与领主制》 中的两章就是为了拆解 １９ 世纪的认
知模式。⑦ 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模式就是要从中古
晚期的历史出发，
“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及其资产阶
－
级 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的“起源”。资产阶级 － 自
由主义的社会秩序的对立面，是 １２—１８ 世纪盛行
的团体化、等级制的秩序。民族国家的形成则是新
秩序诞生的基础。民族国家被理解为一种现代事
实，一种独立的官僚体制，与之对应的领域是“社
会”
，它是追求私利和个人欲望的行动领域。现代国
家的功能是保护社会秩序及个人的生命和财产，因
而垄断了立法、战争、司法、税收等公共权力，独占
了公共领域。
布鲁纳将这种制度史路径称为“分离性思维”
。
１９ 世纪的秩序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公民社会
摆脱了国家的干涉，国家被限定在法律和秩序保护
的领域。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对立概念：国家与
社会、公共与私人、强力与正义、合法与非法等等。
但这种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产物。无论是古
希腊的“ｋｏｉｎｏｎ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ｋｅ”
，还是古罗马的“ｓｏｃｉｅｔａｓ
ｃｉｖｉｌｉｓ”，都意味着整个城邦的秩序，即“ｐｏｌｉｔｙ”
，它高
于个人事务，即高于公民追求自身经济和家庭利益
的“ｏｉｋｏｓ”。相比之下，１９ 世纪的公民社会失去了其
政治维度而专注于私人领域。但当历史学家们试图
阐释 １９ 世纪“现代”秩序的中世纪源头时，就必然
将现代范畴强加给中世纪的史实。
《乡村共同体和领主制》的第一部分专门探讨
了中世纪的“Ｆｅｈｄｅ”概念。⑧“Ｆｅｈｄｅ”在英语或法语

， ｐ．１８２．
①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Ｒ ｏｕｓｓｅａｕ， Ｄｉｄｅｒｏｔ， Ｒ ａｙｎａｌ， Ｐａｉｎｅ）”
②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ｄｅｒ ｆｒüｈｅｎ Ｎｅｕｚｅｉｔ”， ｉｎ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Ｚｕｒ Ｓｅ－

ｍａｎｔｉｋ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Ｚｅｉｔｅ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９５， Ｓ．１７－ ３７．
③ 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Ｗｅｒｎｅｒ Ｃｏｎｚｅ，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 Ｌｅｘｉｋｏｎ ｚ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
ｃｈ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７ ｖｏｌｓ，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Ｅｒｎｓｔ Ｋｌｅｔｔ， １９７２－ １９９２．
④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１６７－ １６９．
⑤笔者曾不揣愚陋编译此文，
见奥托·布鲁纳《
“封建主义”概念史》，
载《经济社会史评论》第五辑，三联书店，２０１０ 年。
⑥关于这部著作的学术地位及其在概念史上的影响，参阅该著的英译者撰写的长篇译序：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ｏｒｄ－
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Ｔｒａｎｓｌ．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ｏｗａｒｄ Ｋａｍｉｎｓｋｙ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Ｖａｎ
Ｈｏｒｎ Ｍｅｌｔｏｎ，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２， ｐｐ．ｘｉｉｉ－ ｌｘｉ； Ｊａｍｅｓ Ｖａｎ Ｈｏｒｎ Ｍｅｌｔｏｎ， “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 ｉｎ Ｈａｒｔｍｕｔ Ｌｅｈ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Ｍｅｌｖｉｎ Ｒ ｉｃｈｔｅｒ ｅ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Ｎｅ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５， １９９６．
⑦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 ５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 Ｂｕｃｈ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１９８４， Ｓ．１１１－ １３３．
⑧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Ｌａｎｄ ｕｎｄ Ｈｅｒｒｓｃｈａｆｔ， Ｓ．１－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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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理解为“私战”
（ｆｅｕｄ）。在现代人的眼里，
封建
时代领主之间的私战是无政府主义行为，是政治和
法律秩序崩溃的突出象征。但布鲁纳认为，私战的
确意味着暴力，但它背后有一种关于“Ｒｅｃｈｔ”
（法律
或正义）的秩序理念，
有如拉丁语中的“ｉｕｓ”
。但它是
内涵于领主制或领主统治的“Ｒｅｃｈｔ”
。领主统治既意
味着领主享有战斗的权利，也意味着其对臣属和自
身权益的保护。在法庭正义不能奏效或根本不存在
时，私战就成为以战斗来审判的法律形式，胜利就
意味着神圣和正义。但是，私战中的战斗是有规则
的，敌对行动并非没有约束。在此案例中，布鲁纳的
主要用意是要拆解分离性思维创造出的概念体系。
在中世纪晚期，领主制中的贵族、教会团体、城市等
机构，都在行使司法权，都有权行使防御职能，征收
税款，
并管理附属的农民。因此，
公共与私人这些分
离性思维无法理解中世纪的制度结构，１９ 世纪构建
起来的概念二分法不适用于中世纪。
笔者暂时不能判定布鲁纳对科泽勒克的直接
影响。但上文已经指出，
《批判与危机》的论证，
正是
围绕国家 － 社会的二分概念展开的。对国家的道德
批判的产生和乌托邦想象，在科泽勒克看来也是资
产阶级市民社会的产物。不过，在《历史基本概念》
的导言中，布鲁纳的影响更为明显和确定。因为科
泽勒克对于鞍型期的一个基本理解是，现代的概念
体系是在 １７５０—１８５０ 年间形成的，这个由旧入新
的变革是为了适应和解释现代世界。① 有理由认为，
布鲁纳所称的资产阶级 － 自由主义的分离思维，是
催生一系列的现代政治 － 社会概念的本源之一，它
应该被理解为鞍型期概念变迁的一个方面。当代学
者也认为，二战前布鲁纳的理论阐发对鞍型期这一
核心概念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②
孔策是科泽勒克的大学教师资格论文指导者，
是概念史的先行者之一，并且参加了《历史基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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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中很多词条的撰写。③ 孔策于 １９５４ 年发表的论
文《从 Ｐ觟ｂｅｌ 到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是概念史研究的典范。 ④
这篇论文探讨的是 １８ 世纪末到 １９ 世纪前期贫困
在德国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概念表述。孔策认为，
直到 １９ 世纪初，
“Ｐ觟ｂｅｌ”一词并没有“暴民”的贬义
意味，它指的是等级制社会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劳动
者，如庄园的雇工或行会师傅的帮手。在这种社会
经济结构中，
“Ｐ觟ｂｅｌ”是一个数量相对稳定的阶层。
但从 １８ 世纪末开始，由于社会经济政策的自由化
和工业革命的启动，
“Ｐ觟ｂｅｌ”的人数激增，贫困化加
剧并相应地诞生了一个新名词“Ｐａｕｐｅｒｉｓｍｕｓ”
（贫困
化），为了称呼这种激增的贫困阶层，在法语“无产
阶级”概念的启发下，从 １８３０ 年代开始，人们日益
频繁地采用旧词汇“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但它指的是一个新
的贫困阶层。
这篇论文已经提示了后来科泽勒克关于鞍型
期的一些重要见解。孔策在这里讨论的概念变迁，
发生在等级制社会解体的背景之下，这一点同样是
科泽勒克理论阐发的基本出发点。在《
“历史是生活
的导师”
：论一句格言在现代运动历史视域中的消
解》这一重要论文中，科泽勒克明确提到了概念变
革与等级制社会解体之间的紧密关系：正是从这场
社会和政治革命中，发生了政治话语史上的单一化
和简单化现象：复数的
“自由”中产生单数的
“自由”
，
复数的“正义”中产生单数的“正义”
，复数的“革命”
Ｒ
é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中产生单数的大写的“革命”
（ｌａ
）。⑤ 如果
脱离社会变革背景，这些论断将很难得到理解。例
如，在等级制社会，自由概念并不具有普遍性，它与
个别性的权益，即特权是同义语，因而它是具体的，
也是多样的、复数的；而在等级制瓦解后，自由具有
了普遍性。科泽勒克这样表述这两种自由概念的区
分：
“对于作为特权的自由，其援引者只能是特权的
持有者，而对于自由本身，每个人都可以引用。”⑥ 但

①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ｉｎ 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ｅｔｃ． ｅｄ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 Ｌｅｘｉｋｏｎ ｚ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Ｅｒｎｓｔ Ｋｌｅｔｔ Ｖｅｒｌａｇ， Ｂａｎｄ １， １９７２， Ｓ． ＸＩＶ．
②Ｖａｎ Ｈｏｒｎ Ｍｅｌｔｏｎ，“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ｐ．３２．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ＷｅｒｎｅｒＣｏｎｚ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③科泽勒克曾撰文介绍孔策的贡献：
Ｂｄ． ２４５， Ｈ． ３ （Ｄｅｃ．， １９８７）， Ｓ．５２９－ ５４３．
④Ｗｅｒｎｅｒ Ｃｏｎｚｅ， “Ｖｏｍ Ｐ觟ｂｅｌ ｚｕｍ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 ｆüｒ ｄ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１９５４， Ｓ．３３３－ ３６４．
⑤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 Ｖｉｔａｅ．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Ａｕｆｌ觟ｓｕｎｇ ｄｅｓ Ｔｏｐｏｓ ｉｍ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ｎｅｕｚｅｉｔｌｉｃｈ ｂｅｗｅｇｔ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ｉｎ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Ｚｕ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Ｚｅｉｔｅ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９５， Ｓ．３８－ ６６．
． Ｚｕ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ｉｎ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ｅ Ｚｕｋｕｎ－
⑥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Ｎｅｕｚｅｉｔ’
ｆｔ． Ｚｕ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Ｚｅｉｔｅｎ， Ｓ．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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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本身”是一种抽象的、
因而是单数的概念。《历
史基本概念词典》中《自由》词条（孔策是撰写者之
一）同样明确提到了自由概念的单数化，并认为现
代自由概念是一种哲学上抽象的结果，它强调的是
人的自律，而非历史形成的具体权益。①
还有一点。孔策在论文中提到，
“Ｐ觟ｂｅｌ”是内嵌
于等级制度的概念，它与“贵族”一样，指的是相对
固定的阶层，而无产阶级则和资产阶级一样，是运
动的概念。② 这一点后来被科泽勒克进一步发挥，运
动被视为鞍型期之后一系列政治 － 社会概念的本
质特征。而这一特征本质而言又是概念“时间化”
的
效应。
三、
概念的时间化
布鲁纳和孔策在词典编写过程中先后去世，科
泽勒克是这一工作的倡议者，并为全书撰写了导
论，堪称这套巨著的关键人物。他在该著的《导论》
中指出，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在概念史框架中探
讨旧世界的解体和新世界的兴起；主要研究的地域
范围为德语地区，但以整个欧洲为背景；研究对象
包括已发生转变的概念和新创的概念。转变和新创
的关键时期 就是科泽 勒 克 所 称 的 “ 鞍 型 期 ”
（约
１７５０—１８５０ 年）。在这个时期，
随着政治 － 社会领域
的深层变革，这些领域的基本概念也发生了深刻转
变。这个时期的概念具有雅努斯的两张面孔，一面
朝向过去，
一面朝向未来。对于今天的人们，
朝向过
去的那一面如果不经批判性思考便难以理解，但朝
向未来的那一面则无需转译便能为我们理解。③
因此，科泽勒克把概念史看作理解现代性诞生
的一条路径。他的理论前提是：历史凝结在特定的
概念中，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首先在于其各种概
念化的方式。但他所称的概念，并不是含义清晰确

定的术语，恰恰相反，他考察的概念“集中了多重意
义”，只有富含社会和政治情境的词语才能成为概
念，它与历史实在存在持续的互动关系，唯此概念
史才能成为历史变迁的因子和指示器。有三类材料
可以反映概念变迁：
（１） 哲学家等文化阶层的经典
论述；
（２）报纸、通信等日常文献资料；
（３）当时的辞
④
书。
科泽勒克总结说，
“鞍型期”的概念有四个主要
⑤
特征。 （１）民主化，即概念从精英阶层传播到了所
有社会阶层；
（２）意识形态特性，即概念服务于不同
的群体和社会运动的利益诉求；
（３）政治化，即概念
开始成为政治动员的口号和标签；
（４） 概念的时间
化，这也是科泽勒克一篇论文的标题。⑥
在这四个特征中，前三个相对容易理解。时间
化不是很好理解，但学界认为，科泽勒克在这方面
的见解，堪称他最具特色的创造，不过这一创造深
受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启迪。他的论文集《过去
的未来》
（１９７９）和《时间分层》
（２０００）是其相关思考
⑦
的主要成果。
在《历史基本概念》的《导言》中，科泽勒克在论
述概念的时间化时只是提到，传统的话语因为时间
化而获得了此前没有的“期待特征”
，随后他以“共
⑧
和”为例，对时间化问题作了简述。 “共和”是科泽
勒克经常提到的一个典型概念。在自己的《过去的
未来》中，科泽勒克再次以“共和”为例，对概念的时
间化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
“亚里士多德划分的统治形式——
—君主制、贵
族制、民主制——
—及各自的纯粹型、混合型和衰落
型，一直足以处理政治经验，但在 １８００ 年左右，这
种分类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被改造了。三种制度类型
被一种必然作出的选择打破了，即‘要么专制要么
共和’的选择。这对选择性概念包含某种时间性信
号。因为历史的征程是要从过去的专制走向未来的

， ｉｎ 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ｅｔｃ． ｅｄ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 Ｌｅｘｉｋｏｎ ｚｕｒ ｐｏｌｉ－
①Ｗｅｒｎｅｒ Ｃｏｎｚｅ ｅｔｃ．， “Ｆｒｅｉｈｅｉｔ”

ｔｉｓｃｈ－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Ｅｒｎｓｔ Ｋｌｅｔｔ Ｖｅｒｌａｇ， Ｂａｎｄ ２， １９７５， Ｓ．４８２－ ４９３．
②Ｗｅｒｎｅｒ Ｃｏｎｚｅ， “Ｖｏｍ Ｐ觟ｂｅｌ ｚｕｍ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 Ｓｏｚｉａｌ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Ｖｏｒａｕｓｓｅｔｚｕｎｇｅｎ ｆüｒ ｄｅｎ 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Ｓ．３４８．
， Ｓ． ＸＩＶ－ ＸＶ．
③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 Ｓ． ＸＩＸ－ ＸＸＶ．
④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 Ｓ． ＸＶ－ ＸＶＩＩＩ．
⑤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⑥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Ｄｉｅ Ｖｅｒｚｅｉｔｌｉｃｈｕｎｇ ｄｅｒ 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ｉｎ Ｒ ．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ｕ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ｄ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００６， Ｓ． ７７－ ８５．
⑦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２２０－ ２４２．
， Ｓ． ＸＶＩ－ ＸＶＩＩ．
⑧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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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过去的共和是一个上位概念，可以总揽此前
的一切统治形式，但这时它获得了一种更为狭义、
与未来绑定的专一属性……一个在历史或理论上
屡屡被运用、且总是饱含经验的概念，现在变成了
一个期待概念。这种视角上的更换在康德那里同样
具有典范意义。对于他，共和是一个可以从实践理
性中导出的、对人类而言始终存在的目标设定。对
于通往共和的征途，康德使用了一个新的表述：共
和主义。共和主义指的是历史运动的准则，推进这
场运动是政治行动的一个道德指令。今天通行的是
什么制度无关紧要，从长久来看，关键是要推动以
法治来取代人对人的统治，
也就是实现共和。”①
简言之，在鞍型期之前的政治话语中，共和是
个静态的、作为各种政治经验总结的概念，但在康
德那里，它是未来唯一的方向，但是个尚待实现的、
因而意味着一场有目标的运动的概念。科泽勒克进
一步论述说，１８００ 年之后德语地区出现的一系列带
有“主义”的概念，都带有类似的意味：它们都是带
有方向性和排他色彩的运动概念，如自由主义、社
会主义、共产主义。②
概念的时间化提供了一个独到的观察和分析
视角。我们可以举法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两部经典
《论法的精神》
（１７４８） 和 《论美国的民主》
（１８３５—
１８４０）关于“民主”的阐述为例。在孟德斯鸠的论著
中，各种政体是平行的，适用于不同的地理 － 气候
状况，但它们之间并无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在论述
如何培养民主制的美德、维护民主原则、民主制的
腐化等问题时，孟德斯鸠引述了大量古代希腊和罗
马的例证。③ 对于他，民主是一个在历史中已经充分
实现的、有着完整经验的概念。但在《论美国的民
主》的绪论中，托克维尔笔下的民主虽然也有它的
历史，但就本质而言，民主是一场远未完成、正在
发生的运动；这场绝不会止步的运动将要走向何
处，
“谁也回答不了”
，民主的前景是无法预见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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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科泽勒克的话，托克维尔的民主是一个尚在进
行、其结果和经验远未充分展现出来的“期待概
念”。另外，在托克维尔的表述中，民主的对立面是
贵族制，但在这种关系中，民主也像康德的“共和”
概念一样，是未来的必然的方向，换言之，托克维尔
的民主不再像孟德斯鸠的民主那样，与其他政体构
成平行关系，它必然要将后者抛弃在时间的征途
中。
在科泽勒克的概念史阐释中，时间化是一系列
重要观念的基础。可以继续以《论美国的民主》进行
说明。当民主成为一场通往未来的进程之后，历史
就好比“一条大江的急流”
，它在每个阶段的风景都
有其独特性，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每过 ５０ 年，法
国的贵族和平民的地位都会接近一步。⑤ 在这种不
断运动变化的历史中，过去的经验对于当下和未来
的价值十分有限——
—如果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话。
实际上，托克维尔根本否认古代的雅典存在现代意
义上的民主制度，⑥ 他并不打算从古代民主中寻找
灵感，
“ 一 个全新的 社 会 ， 要 有 一 门 新 的 政 治 科
⑦
学”。 正因为如此，他不再像孟德斯鸠那样，反复从
古代的经验出发探讨民主。位于鞍型期末端的托克
维尔很好地阐释了科泽勒克在《过去的未来》的头
两篇重要论文中的主要观点：⑧ 从过去的经验已经
难以预见未来，
“历史是生活的老师”这句格言在启
蒙和革命时代之后逐渐失效了。
概念的时间化还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观的形
成，这就是科泽勒克在《历史基本概念》的《历史》词
条中提到的
“现代历史概念的创出”。⑨ 在这篇论文
及很多其他论著中，科泽勒克反复提到过一些奇特
的说法，如“总体而言的历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üｂｅｒ－
ｈａｕｐｔ），
“ 历史本身”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ｓｅｌｂｓｔ），
“ 自在自为
的历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ａｎ ｕｎｄ ｆüｒｓｉｃｈ）。在笔者看来，
这类说法都应放在作为“集体性单数”
（Ｋｏｌｌｅｋｔｉｖｓｉｎ－
ｇｕｌａｒ）的
“历史”
概念中去理解。集体单数的历史，本

①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ｓｒａｕｍ ｕｎｄ Ｅｒｗａｒｔｕｎｇ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ｚｗｅ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ｎ”， ｉｎ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Ｖｅｒ－

ｇａｎｇｅｎ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Ｚｕ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ｒ Ｚｅｉｔｅｎ，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Ｓｕｈｒｋａｍｐ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９５， Ｓ．３４９－ ３７５．
②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ｓｒａｕｍ ｕｎｄ Ｅｒｗａｒｔｕｎｇ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ｚｗｅ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ｎ”， Ｓ．３７３．
③孟德斯鸠：
《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年，第 ４１－ ５０、１１２－ １１５ 页。
④⑤⑦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上卷，
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 年，第 ４－ １８ 页，第 ７－ ８ 页，第 ８ 页。
⑥托克维尔：
《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 ５８３ 页。
⑧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Ｖｅｒｇａｎｇｅｎｅ Ｚｕｋｕｎｆｔ ｄｅｒ ｆｒüｈｅｎ Ｎｅｕｚｅｉ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 Ｖｉｔａｅ． üｂｅｒ ｄｉｅ Ａｕｆｌ觟ｓｕｎｇ ｄｅｓ Ｔｏｐｏｓ
ｉｍ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ｎｅｕｚｅｉｔｌｉｃｈ ｂｅｗｅｇｔ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⑨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ｅｔｃ．，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 ｉｎ 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ｅｔｃ． ｅｄ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 Ｇｒｕｎｄ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ｓ

Ｌｅｘｉｋｏｎ ｚ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 ｓｏｚｉａｌ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 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 Ｂａｎｄ ２，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Ｅｒｎｓｔ Ｋｌｅｔｔ 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７５， Ｓ．６４７－ 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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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上也是历史成为一场从过去通往未来的运动之
后、
即时间化之后才产生的。
例如，在托克维尔关于民主的理解中，历史是
一场不断走向身份平等的运动，每 ５０ 年的状况都
不一样，因此时间进程中各个阶段都有其独特性，
但所有的这些阶段都汇聚成一个整体，即被总称为
民主运动或民主化的历史，这就是托克维尔表述的
作为集体单数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
“至今一
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著名论断
中的历史概念，同样是一种典型的集体单数。进一
步说，无论对于托克维尔还是对于马克思，现代历
史概念还意味着历史有一条贯穿过去、现在和未来
的强有力的逻辑线索：对于前者是民主和平等化，
对于后者是阶级斗争形态的演变；而在菲德尔·卡
斯特罗的自辩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中，历史概念
以最鲜明的形态展露出其面向未来的“期待特征”。
在马克思等革命者的期待中，未来绝不可能是
对过去的重复，它是人类历史中从未经历过的美好
阶段。这就是科泽勒克在《过去的未来》这部文集中
多次提到的，过去的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之间拉开
了距离。① 应该指出的是，
科泽勒克还试图从这两对
概念来理解现代性等问题，例如他在《现代如何是
新的？》和《Ｎｅｕｚｅｉｔ：现代运动概念的语义学》等论文
中一再强调，② 现代历史意识与近代早期欧洲人对
不断加速的历史运动的感知息息相关，运动超出了
过去的经验空间，并催生新的期待，而这正是现代
社会的典型意识。
四、
结

语

奥托·布鲁纳和维尔纳·孔策都是研究社会史
出身的，科泽勒克本人也有很强的社会史背景，并
且曾与战后德国社会史名家汉斯 － 乌尔里希·韦勒
等人共事过。的确，如果脱离鞍型期的社会和政治
变革，科泽勒克的很多表述是很难理解的，如概念
的单数化、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距离的拉大等等。

尽管他强调概念本身是变革中的一个因子，但这个
因子是内嵌于整个社会 － 政治环境的。
不过，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既没有赢得韦勒
的赞许，也不为英语世界的政治思想史代表人物昆
廷·斯金纳欣赏。他们都认为科泽勒克的方法是老
套的、
保守的。韦勒还认为，科泽勒克的观点和方法
是在延续早已过时的保守主义历史观。③ 科泽勒克
也不讳言他与韦勒和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分歧，他并
不认为自己是这个学派的同道者，海德堡才是自己
真正的思想家园。比勒菲尔德学派更看重战后新兴
的社会科学方法，而海德堡是哲学和诗学的家园。④
我们已经提到海德堡的几位导师对科泽勒克的深
远影响。而且，科泽勒克的一些重要概念也与传统
的哲学和诗学有很深的渊源。如“不同时代的同时
代性”是对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重新表述，经验
空间和期待视域这两个概念则源自诺瓦利斯的诗
句。⑤
也有一些人颇为赞赏科泽勒克的研究。海登·
怀特曾称赞说，科泽勒克对于西方文化中“历史”内
涵的概念化理解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为科泽勒
克的多部著作的英译本写了序言。不过，科泽勒克
却不完全认同怀特的一些基本观点，认为他的理论
没有给社会实际留下空间。⑥
上述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探究。这里简单谈一点
初步的想法。科泽勒克的概念史研究几乎完全专注
于西欧。不过，对于欧洲之外的历史认知，他的视角
和概念范畴或许也有借鉴意义。当李鸿章说近代中
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有理由认为这是中
国传统的经验空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意识应被视为
新的期待和举措的前提。当 ２０ 世纪初汉语中出现
带有“化”字词缀的概念（如“工业化”
）时，⑦ 可能也
将变化、运动和进程等观念引入了概念和话语系统
中，正如 １９ 世纪初德语中一系列带有“主义”的新
概念一样。如果现代性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类似的
概念和语言现象应不仅限于欧洲。
无论是近代早期的时间经验转型，还是鞍型期

①另可参阅拙文：
《欧洲历史中的过去和未来：简析科泽勒克和阿尔托格的历史时间研究》，
《史学理论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② 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Ｗｉｅ ｎｅｕ ｉｓｔ ｄｉｅ Ｎｅｕｚｅｉ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Ｂｄ． ２５１， Ｈ． ３ （Ｄｅｃ．， １９９０）， Ｓ．５３９－ ５５３；
“‘Ｎｅｕｚｅｉｔ’． Ｚｕ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ｍｏｄｅｒｎｅ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ｅ”． 按：从字面上看，德语中的 Ｎｅｕｚｅｉｔ（现代）有“新时代”的意思。
③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１９５， ２４５－ ２５６．
④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ｐ．２４５， ２５０．
⑤Ｒ 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ｓｒａｕｍ ｕｎｄ Ｅｒｗａｒｔｕｎｇ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ｔ： ｚｗｅｉ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ｎ”， Ｓ．３５２－ ３５３， ３６３．
⑥Ｎｉｋｌａｓ Ｏｌｓｅ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ｐ．２４１．
⑦见路璐：
《现代汉语“Ｘ 化”词研究》，
山东大学（威海）２０１３ 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１６－ 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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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变革，都发生在全球化进程开始启动、欧洲
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日益深入的大背景下。科泽勒
克并没有忽视这一点，
不过他着墨较少。相比之下，
当代法国学者阿尔托格在对夏多布里昂的研究中，
就充分关注到了美洲作为“不同时代性”对欧洲人
的历史观念的时间化产生的决定性影响。① 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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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史热潮中，如何借鉴科泽勒克的观点和方
法，考察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明和地区之间在时间
观念和经验上的冲突及相互影响，正是尚待深入探
究的课题。
（责任编辑：
孟钟捷）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ｔé， Ｐｒéｓｅｎｔｉｓｍｅ ｅｔ 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ｓ ｄｕ ｔｅｍｐｓ， Ｐａｒｉ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Ｓｅｕｉｌ， ２０１２， ｐｐ．９７－ １３９．
①Ｆｒａｎ觭ｏｉｓ Ｈａｒｔｏｇ， Ｒéｇｉｍｅｓ ｄ’

（上接第 １３３ 页）
百里加紧。 电发，
又照会俄、
日本、英、美、法、德六
使，分告国书电前发，
亦祇嘱六使电达外部。
见端邸，问计将安出。予力赞现公使无权，
且无电邮可通，不若从各疆吏议，
以合肥为全权
大臣驻沪亦可，电商各外部或面商各水师提督较
灵活。一面厚集兵力防守由津已失陷通犯京之
路，
张春发、陈泽霖初成军，
未必得力，
俟李鉴老
旦夕至议之。津榆节节防务吃紧，
勿稍松懈。津
军锋挫，宜持重坚守，
所谓守为主，
战为奇，
和为
本高阳李文正策。
辅也。
邸以为然。又与荣相、
夔老
言之。巳入署，未初出城，
宿瓯馆。
景运门，
在紫禁城干清门外东侧，
与西侧隆宗门
相对，
从此门可往军机处。文章京，文瑞，字云卿，总
理衙门章京，袁昶下属。高阳李文正，即李鸿藻
（１８２０－ １８９７），字兰孙，直隶高阳人，晚清清流领袖。
生前长期担任军机大臣，并在甲午战争后担任总理
衙门大臣。
右《袁京卿日记》一册，于光绪末年借黄鲜
盦先生所藏传抄本过录，
有今未刊行，
寄赠翰怡
先生，刻入丛书，
冀广流传。辛酉八月下濣杨绍

廉。
此段为过 录 者 杨 绍 廉 小 识 。 杨 绍 廉（１８６４—
１９２７），字志林，号拙庐，浙江瑞安人，曾为黄绍箕幕
僚。据上述小识，杨绍廉抄录该日记，时间是在光绪
末年。传抄本的底稿持有者为黄鲜盦，即黄绍箕
（１８５４－ １９０７），字仲弢，浙江瑞安人，名士黄体芳之
子，张之洞侄婿，光绪六年（１８８０）进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升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读学
士。光绪二十六年春，他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邀，任
武昌两湖书院监督。
他与袁昶不但是同乡，且交往颇
深，被袁昶引为少有的几位
“畏友”
之一。
袁昶曾将日
记寄给张之洞，黄绍箕抄本即可能来自该处。杨绍廉
抄录黄绍箕底本之后，于辛酉年（１９２１）八月，将抄本
借给刘翰怡，希望其刊刻传播。刘翰怡
（１８８１－ １９６３），名承干，浙江吴兴人，近代著名藏书
家，嘉业堂藏书楼主。考《嘉业堂钞校本目录》，其史
部有记载称：
“袁爽秋京卿日记一卷 袁昶著 杨绍
①
廉抄本一册。”
此即为今天所见之国家图书馆藏杨
②
绍廉抄本。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 ２７ 页。
①罗振常原著，周子美编：
《嘉业堂钞校本目录》，
②该日记首页有钤印
“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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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ｈｏｎｇ）
Ｉｎ ｈ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ｏｒｋ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Ｋｏｓｅｌｌｅｃｋ ｈａｄ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Ｈ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ｃｏｕｌ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ｈｉ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ｐｏｓｔ－ ｗａ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Ｏｔｔｏ Ｂｒｕ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Ｗｅｒｎｅｒ Ｃｏｎｚｅ ｗｅ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ｔｈ， Ｋｏｓｅｌ－
ｌｅｃｋ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ｏｍ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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