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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与英国文明的研究方法
———与英国历史学家对话

于文杰　 陆一歌

　 　 内容提要:从对话、阅读和书写的角度来讨论«大宪章»与英国文明史的研究方法ꎬ有

益于我们从时间转换的视角考察作为案例的«大宪章»的元典精神、作为长时段的政治文

明的时代精神以及作为总体的英国文明的民族精神ꎻ有益于我们在时间转换与空间位移

的过程中ꎬ发现属于中国学人研究英国文明的方法ꎮ

关键词:«大宪章» 　 英国文明　 书写方法

在纪念«大宪章»诞生八百年的历史时刻ꎬ人们也在检视英国文明演进的历史ꎮ

英国文明的历史主要有两种书写方法:一种是英国人用自己的行为书写自己的历史ꎬ

它指的是社会演进的历史本身ꎬ这是行为的方式ꎻ另一种是语言的方式ꎬ即口头与书面

语言的方式ꎮ 前者意义在于创造ꎬ后者意义在于传承ꎮ 近年来ꎬ国内外学者对英国学

者编撰的«英国文明史»学术名著的解读以及与英国史学名家的广泛对话ꎬ反映出当

代中国学人对英国文明书写方法的普遍关注ꎮ 本文尝试从对话、阅读和书写等路径来

讨论“大宪章”作为案例的元典研究、作为时代特色的长时段考察ꎬ以及作为总体的英

国文明的民族精神的书写方法ꎮ

一　 对话史学与«大宪章»的精神之旅

«大宪章»诞生八百年后的今天ꎬ中英两国史学家们对英国文明诸多问题的评价

与书写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与对话ꎮ 马克奥姆罗德(Ｍａｒｋ Ｏｒｍｒｏｄ)教授和潘特森



(Ｐａｔ Ｔｈａｎｅ)教授应邀来到中国ꎬ①对英国文明的诸多历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ꎮ 奥

姆罗德教授先后与孟广林教授、蔺志强教授和于文杰教授进行了对话与交流ꎬ阐述了

英国历史学家对于«大宪章»作为案例的元典与时代特色的长时段考察后产生的基本

观点:

首先ꎬ作为元典研究的案例ꎬ奥姆罗德教授认为ꎬ«大宪章»的背景、原因、内容与

影响等核心范畴具有以下具体的历史学内涵ꎮ

在安茹王朝统治时期(１１５４－１２１５ 年)的英格兰ꎬ新法的制定以及新法庭的出现ꎬ

都为民众解决矛盾争端提供了温和的方式ꎬ但此举也使得国王的权力越来越大ꎬ大有

“王在法上”的发展趋势ꎮ 同时ꎬ安茹王朝统治者们为了保卫自己在法国的领地ꎬ频繁

发动战争ꎮ 为了应付战争开支ꎬ国王们不得不一再提高征税额度ꎮ 到了约翰时期ꎬ因

为失地过多而招致臣民对国王的强烈不满ꎮ 显然ꎬ君主与平民之间的关系变迁是«大

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ꎮ

关于«大宪章»产生的直接原因ꎬ马克教授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第一ꎬ国王

约翰王位的合法性问题ꎮ 约翰在其兄理查一世(Ｒｉｃｈａｒｄ Ｉ)死后于 １１９９ 年继承王位ꎬ

不过一直有传言ꎬ王位的合法继承人应该是其侄子布列塔尼的阿瑟(Ａｒｔｈｕｒ ｏｆ Ｂｒｉｔｔａ￣

ｎｙ)ꎬ约翰是在谋杀阿瑟之后夺取了英国王位ꎻ第二ꎬ教俗关系ꎮ 教皇英诺森三世

(Ｐｏｐ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ＩＩＩ)曾在 １２０７ 年对英格兰颁布禁令ꎬ并在两年后开除了约翰的教籍ꎮ

但他又在 １２１３ 年收回成命ꎬ同时宣布自己为英格兰王国的领主ꎮ 这些举动不断加深

了约翰与教会的矛盾冲突ꎻ第三ꎬ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关系ꎮ 国王赐予贵族(伯爵和男

爵)土地ꎬ以换取他们服兵役与其他服务ꎮ 服役的时间长度及地点都是固定的ꎬ而约

翰却试图延长服务时限ꎬ由此将增加贵族们的经济压力ꎬ自然招致他们的反感并导致

两者关系的恶化ꎮ １２１５ 年 ５、６ 月间ꎬ国王与贵族经历了由于效忠问题导致的冲突与

和解ꎬ并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Ｒｕｎｎｙｍｅｄｅ)会晤并达成协议ꎮ 这份协议就是举世

闻名的«大宪章»ꎬ它的四份手抄本都盖上了国王的封印ꎮ

就«大宪章»的主要内容而言ꎬ马克奥姆罗德教授认为ꎬ«大宪章»共 ６１ 条ꎬ开篇

即清楚地表明国王作为男爵们的领主所拥有的各种权利ꎮ 此后的大量篇幅都是关于

自由民权利的保障(农奴是被排除在外的ꎬ因为他们仅是领主的附属品)ꎮ 在«大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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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于文杰教授国际合作项目的邀请ꎬ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至 ２１ 日ꎬ马克奥姆罗德(Ｍａｒｋ Ｏｒｍｒｏｄ)教授来
到南京大学讲学并讨论英国文明史的书写方法ꎻ５ 月 ６ 日至 １５ 日ꎬ潘特森(Ｐａｔ Ｔｈａｎｅ)教授来到南京大学讲学
并讨论英国文明史的书写方法ꎮ 巴基斯坦巴哈丁斯耶德(Ｓｙｅｄ)教授、沙菲克(Ｓｈａｆｉｑｕｅ)教授等参加了该项目的讨
论与具体的合作事宜ꎮ 英国文明史研究ꎬ是由于文杰教授主持的国际合作项目ꎮ 张建辉、管洪亮、毛杰、刘畅、陈
磊、陆一歌、朱静怡和叶璐为课题组成员ꎬ陆一歌、朱静怡和陈磊为本文的写作做了大量的记录和整理工作ꎮ



章»６１ 条中ꎬ教授特意挑出其中的 ４ 条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讲解ꎮ 第 １２ 条ꎬ在教授看

来ꎬ是最关键的一条ꎬ“设无全国公意许可ꎬ将不征收任何免役税与贡金”ꎮ 第 ３９ 条ꎬ

或许是«大宪章»里最为人所知的一项ꎬ“任何自由人ꎬ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ꎬ

或经国法判ꎬ皆不得被逮捕ꎬ监禁ꎬ没收财产ꎬ剥夺法律保护权ꎬ流放ꎬ或加以任何其他

损害”ꎮ 国王不再有权随意处置他人ꎬ“王在法下”被确立ꎮ 第 ４０ 条ꎬ“余等不得向任

何人出售ꎬ拒绝ꎬ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ꎮ 第 ６１ 条是国王与贵族订立的契

约ꎬ亦是最具争议的条款ꎮ “如余等或余等之法官ꎬ管家吏或任何其他臣仆ꎬ在任何方

面干预任何人之权利ꎬ或破坏任何和平条款而为上述二十五男爵中之四人发觉时ꎬ此

四人可即至余等之前———如余等不在国内时ꎬ则至余等之法官前ꎬ一一指出余等之错

误ꎬ要求余等立即设法改正ꎮ 自错误指出之四十日内ꎬ如余等ꎬ或余等不在国内时ꎬ余

等之法官不愿改正此项错误ꎬ则该四人应将此事取决于其余男爵ꎬ则此二十五男爵即

可联合全国人民ꎬ共同使用其权力ꎬ以一切方法向余等施以抑制与压力ꎬ诸如夺取余等

之城堡、土地与财产等等ꎬ务使此项错误终能依照彼等之意见改正而后已ꎮ 但对余等

及余等之王后与子女之人身不得加以侵犯ꎬ错误一经改正ꎬ彼等即应与余等复为群臣

如初ꎮ”①

关于«大宪章»的影响ꎬ奥姆罗德教授认为ꎬ大宪章对后世英格兰政治法律等不同

领域以及英国文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广泛接受ꎮ 因为宣传ꎬ民众对于«大宪章»越发了解ꎬ对于自身享有的权利也

越发清楚ꎮ 在遭遇到滥用法律的情况时ꎬ能够利用«大宪章»保护自己ꎮ 同时ꎬ«大宪

章»里包含有不少实用性条款ꎬ经常被后世引用ꎬ如有关标准度量衡的条例等ꎮ

二是广泛民主ꎮ 日后英国政治的发展走向受到了«大宪章»的直接影响ꎮ «大宪

章»体现了国王的妥协和让步ꎬ国王的征税要在贵族同意的前提下进行ꎮ 亨利三世

(１２１６－１２７２ 年)统治时期ꎬ如需征收赋税ꎬ都要征求男爵们的正式许可ꎬ这已成为惯

例ꎮ 爱德华一世(１２７２－１３０７ 年)在开征统一税之前都会召集市民代表开会协商ꎮ

«大宪章»在英国议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ꎮ 英国议会制度始于 １３ 世纪 ６０

年代ꎬ参会人员既有贵族ꎬ也有市民代表ꎮ 在议会召开时ꎬ平民院总是在请求«大宪

章»批准后才开始开会ꎮ １２９７ 年ꎬ爱德华一世再次修改«大宪章»ꎬ规定王室所有税入ꎬ

经议会同意方可征收ꎮ 议会据此也提出要求修改法律ꎮ 修改后的法律传遍整个王国ꎬ

此后民众每年都会得到提醒ꎬ«大宪章»是其权利保障的根本性文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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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奥姆罗德教授在南京大学的演讲ꎮ



三是法制传统ꎮ 因为«大宪章»的缘故ꎬ英国人在混合君主制的基础上对法律有

了新的理解ꎮ «大宪章»树立了“王在法下”的原则ꎮ １３９９ 年ꎬ理查二世(Ｒｉｃｈａｒｄ ＩＩ)被

废黜ꎬ原因就是他曾说过“率土之滨ꎬ莫非王臣”ꎬ并且图谋任意篡改国家法律ꎮ 虽然

议会一词未在«大宪章»里出现ꎬ但是却在宪法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ꎮ 亨利五世(Ｈｅｎ￣

ｒｙ Ｖ)在 １４１９ 年宣布议会制定的法律未经国王、贵族院和平民院的许可ꎬ不可修改或

废除ꎮ 同时议会也视修订«大宪章»为己任ꎮ 在爱德华三世(Ｅｄｗａｒｄ ＩＩＩꎬ１３２７－１３７７

年)统治时期制定的“六条法令”(ｔｈｅ ｓｉｘ ｓｔａｔｕｔｅｓ)是对 １２２５ 年版«大宪章»内容的重要

增补ꎮ

奥姆罗德教授认为ꎬ«大宪章»是中世纪晚期英国人留给后世的珍贵遗产ꎮ 它不

仅包括众多实用条款ꎬ而且含有反映国王和民众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ꎬ这些无疑都是

其能够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ꎮ «大宪章»蕴含的思想极富象征意义ꎮ 民众或许不知其

细节内容ꎬ但却知«大宪章»可以保护他们的正当权利不被侵害ꎮ «大宪章»没有随着

封建制度的灭亡而消失ꎬ其思想不断被后世的法律所吸纳和创新ꎮ 美国的联邦宪法就

体现了«大宪章»的思想ꎮ 时至今日ꎬ«大宪章»仍是英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它将

以不同的方式推进英国文明的演进与发展ꎮ

从时代特色的长时段出发ꎬ奥姆罗德教授详细考察了 ２１ 世纪英国历史学家对于

中世纪英格兰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诸多领域研究的各种取向与观点ꎮ

在中世纪英格兰ꎬ国王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是庇护(Ｐａｔｒｏｎａｇｅ)与被庇护的关系ꎮ

用奥姆罗德教授的话说ꎬ这是一种英国传统社会中政治文明的“庇护模式”ꎮ 蔺志强

教授认为ꎬ英国中古政治学界很少谈论斯塔布斯ꎬ而麦克法兰却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

名字ꎮ 这个现象背后是 ２０ 世纪以来学界理念的根本变革:强调英国中古时代即具有

追求民主的“宪政主义”传统的斯塔布斯模式早已被以麦克法兰为代表的一代学者提

出的“庇护模式”所取代ꎬ他们成为二战以后相关研究的定调者ꎮ① 奥姆罗德教授是坎

布尔的学生、麦克法兰的再传弟子ꎬ因此他的关于英国政治史传统模式的观点ꎬ时常与

“庇护”有关ꎮ 奥姆罗德教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６ 日在南京大学演讲«大宪章»之后ꎬ于文

杰教授提问:“在英国政治传统的历史进程中ꎬ您如何理解“庇护”的具体含义?”ꎮ 奥

姆罗德教授说ꎬ这主要指的是国王以法律的方式给公民以许多权利ꎬ比如人的生存权、

住房土地等财产权ꎬ以及其他权利ꎮ

笔者认为ꎬ英国文明演进的历史事实是ꎬ英国吸纳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政治传统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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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Ｍ阿莫若、蔺志强:“英国中古政治史的学术谱系与模式转换”ꎬ«史学史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ꎮ



就是来自日耳曼人的议事传统和来自希腊人的权利与责任并存的传统ꎮ 这种传统呈

现为国王与平民之间的契约或者法律关系ꎮ 也就是说ꎬ凭借契约或者法律ꎬ平民将自

己的权力让渡给国王ꎬ国王为平民担当起责任ꎮ 如果国王违背了契约或者法律给平民

带来损失或者伤害ꎬ他就要接受法律的惩罚ꎬ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ꎮ 用霍布斯的话说

就是:当原有权力当局还在继续战斗并在其军队或守备队中提供给养时ꎬ他就没有臣

服于一个新的权力当局的自由ꎬ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能埋怨说ꎬ没有得到保护和

没有得到当兵的生计ꎮ① 不仅如此ꎬ历史对传统时代的诸多过往的评价也是有区别

的ꎬ伤权辱国的国王与建立惊天伟业的大帝显然不是一回事ꎮ 同样ꎬ政治学研究模式

的替代与政治文明传统本身不是一回事ꎬ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然需要重新审视ꎮ 更

重要的是ꎬ我们感受到«大宪章»的元典研究与长时段考察已经发生了时间的位移ꎬ元

典精神已经转化为时代精神ꎮ

二　 文本阅读与无形的«大宪章»

现当代英国人对于英国文明的总体书写与阅读ꎬ是一种新的历史时间的观照ꎮ 作

为元典与时代精神的大宪章ꎬ已经转化为英格兰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国家的品质ꎮ 从中

世纪元典的研究ꎬ到中世纪长时段的考察ꎬ以及最终的英国文明史的总体研究与书写ꎮ

我们会感受到大宪章的存在样式在不断地弱化ꎬ可是它却从元典精神、时代精神ꎬ最终

转化为民族精神ꎮ 英国与英联邦国家诸多历史学家关于英国文明史的著述主要有四

种ꎬ其中巴克尔、斯特拉德福德和奥克兰的著述我们已经有过初步讨论ꎬ②这有助于我

们对英国文明史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比较研究ꎮ 相比之下ꎬ这些著作有以下几个方

面的特点:

首先是综合的科学方法与总体的民族精神的全面透视ꎮ 亨利托马斯巴克尔

著述的«英格兰文明史»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代表作ꎬ该著作多次被中国学者介绍和翻

译ꎮ 从总体上看ꎬ该著共分为三卷:第一卷从方法论角度论述英格兰文明史研究的主

要方法和研究对象ꎮ 其重点讨论历史调查的材料与人类行为规律性的证据表明ꎬ人类

行为是由心理和物理法则主导的ꎬ没有自然科学就没有历史学ꎬ陈述历史研究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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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霍布斯:«利维坦»ꎬ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５ 年版ꎬ第 ５７０ 页ꎮ
于文杰:“英国史家书写的英国文明史及其启示”ꎬ«史学集刊»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ꎮ



和人类行为规律性的证据ꎬ指出了这些行为是受到心理法则和自然法则的支配ꎻ①第

二卷从历史空间的角度讨论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的精神与思想ꎮ 著者讨论了 １６ 世

纪中叶到路易十四集权时代掌权的法国思想概况ꎬ②英格兰与法国的防卫精神及其历

史ꎬ路易十四的防卫精神走进文化界ꎬ探讨思想界与政治界联合的影响ꎬ１６ 世纪末到

１８ 世纪末法国历史文化状况ꎬ１８ 世纪中叶之后法国革命的基本原因ꎬ以及 １５ 世纪到

１９ 世纪中叶西班牙思想史概况ꎻ第三卷从案例研究的角度论述了苏格兰思想史ꎮ 该

卷介绍了 １４ 世纪晚期苏格兰概况、③１５－１６ 世纪的苏格兰思想史、１７－１８ 世纪期间的

苏格兰思想史、１７ 世纪苏格兰思想史考察ꎬ以及 １８ 世纪的苏格兰思想史ꎮ

其次是英国文明史重大问题抑或关键词式的书写方式ꎮ 英国文明史著述中典型

的代表人物是 ＥＷ斯特拉德福德(Ｅｓｍｅ Ｗｉｎｇ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ꎬ１８８２－１９７１ 年)ꎮ 他的

著作主要从不列颠文明性质的角度入手ꎬ来讨论不列颠文明的历史进程ꎮ 该著作共有

四卷:第一卷研究天主教文明(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第二卷研究新教文明(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ꎻ第三卷研究寡头政治(Ｔｈｅ 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ｙ)ꎻ第四卷研究机器时代(Ｔｈ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ｇｅ)ꎮ 四个时代各有自己的特点ꎬ但是相互之间缺少内在的关联与照应ꎮ

再次是文明的国家形态与社会学的叙述方法ꎮ 利兹大学约翰奥克兰教授的

«英国文明史»是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作ꎮ 该著作给当代学人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

英国文明史的路径ꎬ它考察了不列颠的地理、人口和社会结构及其特征等要素演进的

历史ꎻ④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英国的国家、人民、政治与政府、国际关系、法律体系ꎬ以

及经济、社会服务、教育、媒体、宗教、文体与消费等领域的问题ꎮ 这是一部以近代民族

国家的诸多社会因素与历史形态为考察对象展开的历史叙述书籍ꎬ在结构与方法等方

面缺少一定的思想深度ꎮ 这一方式虽为人们广泛使用ꎬ但仅注重英国文明社会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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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ꎬ没有很高的学术价值ꎮ

最后是历史学时间与空间的相互阐释与长时段、大趋势相结合的叙述方法ꎮ 经典

著作是加拿大约克大学格伦顿学院阿尔伯特杜克教授的«英国文明史»ꎮ① 阿尔伯

特教授的著作共分为九个部分:一是 １０４２ 年之前的罗马－撒克逊时代ꎻ二是 １０４２－

１３２７ 年之间的早期中世纪时代ꎻ三是 １３２７－１５２９ 年之间的战争与黎明时代ꎻ四是 １５２９

－１５７０ 年之间的宗教改革时代ꎻ五是 １５７０－１６４０ 年海洋拓展与扩张的时代ꎻ六是 １６４０

－１７１４ 年之间的革命与巩固的时代ꎻ七是 １７１４－１８１５ 年之间的十八世纪ꎻ八是 １８１５－

１９１４ 年之间的工业文明与帝国时代ꎻ九是 １９１４－１９６４ 年之间的战争与动荡的时代ꎮ

该著作的独特之处是断代的划分与各章主题的确立:一是关于中世纪的理解ꎬ认为

１０４２ 年丹麦王朝的终结是中世纪的开端ꎬ并且将中世纪进行分期ꎻ二是凸显英国的海

洋文明时代ꎮ 海洋文明的确立与研究ꎬ有助于我们全面思考英国文明的发展模式ꎬ尤

其是巴林顿摩尔的历史观及其在中国学界的消极影响ꎮ 诸多历史事实已经证明ꎬ英国

光荣革命是一场流血的革命ꎮ 即便是在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也是实行国内注重社会

改革与国外推行殖民扩张并行的发展模式ꎮ 相比之下ꎬ杜克教授关于“海洋文明”的

研究在诸多著述中具有独特性ꎬ并且发人深省ꎮ

统观英国与英联邦国家史学家们的著述ꎬ可以发现英国史家阅读自己民族走过的

历史具有自己的阅读方式:一是注重科学方法尤其是自然科学方法传统ꎻ二是注重民

族国家的思想灵魂与民族精神ꎻ三是注重宗教与科技文明ꎻ四是关注社会要素与海洋

文明ꎮ 由此也可以看出英国文明的诸多内在要素:科学精神、宗教品质和海洋意识ꎮ

正是由于文艺复兴给人们带来不断增长的地图与地理知识ꎬ不列颠才进入了商业贸易

与海洋探险的历史时代ꎮ②

三　 空间位移与英国文明的历史书写

空间位移是人们考察与研究«大宪章»乃至英国政治文明与民族精神的另一种路

径ꎮ 关于«大宪章»的元典研究、英国中世纪政治文明的时代特色以及英国文明总体

的历史研究已为学界所熟知ꎮ 我们可以从新的空间条件下ꎬ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需

要出发ꎬ来考察英国文明每一个较长时代的内在品质与总体走向并书写英国文明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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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书写方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英国的早期文明(１２１５ 年之前)ꎬ我们称之为融合的时代ꎮ 在这一时段ꎬ罗马

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维京人和诺曼人对不列颠人的征服及其诸多文明的渗入与融合ꎬ

早期基督教信仰在英伦的广泛传播与全面拓展ꎬ以及不列颠对古典文明的充分摄取与

全面转换ꎬ应是英伦早期文明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色ꎮ

二是英国的近代文明(１２１５－１７６３ 年)ꎬ我们称之为成长的时代ꎮ 这一时期包括英

国政治文明的成长、政党政治与政治思想的沉浮、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英国宗教文化

的特性、英国科学技术的进步、英国大学教育的发展、英国经济社会的演进和英国外交

战略的演变七个部分的问题ꎮ

三是英国的现代文明(１７６３－１９４５ 年)ꎬ我们称之为释放的时代ꎮ 这一时期主要包

括英国工业文明的兴起、英国殖民帝国的兴衰ꎬ包括海洋扩张、世界帝国和英联邦、英

国福利制度的构建、英国艺术发展的历史、英国史学观念的演变等六个部分ꎮ

关于英国文明的书写方法ꎬ马克奥姆罗德教授认为ꎬ经济结构与体制这些体现

人类精神品质的是英国文明的要素ꎬ而不是自然的经济ꎮ 而且ꎬ女性的地位与文明程

度是英国文明的重要标志ꎬ女性是英国文明的创造者ꎮ 关于语言文化史ꎬ他认为ꎬ印刷

技术与英文版«圣经»的诞生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奥姆罗德教授还指出ꎬ中古

英语、拉丁语和法语ꎬ对于特定时域英国文明史的研究十分重要ꎮ 作为英国中世纪文

明研究的专家ꎬ他更关注国王政治或统治者对平民所担当的历史使命及其历史意义ꎮ

关于历史空间中英国重大历史问题的审视与书写问题ꎬ潘特森教授认为ꎬ大众政

治应该成为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ꎻ英国人一般不说工业文明而是说工业的结构与体

系ꎬ女性问题在英国受到重视ꎬ金融与财政应该成为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他还认

为ꎬ英国福利国家的形成比较早ꎬ但是其发展与演变不稳定、不均衡ꎻ此外ꎬ就时间阈限

的拟定而言ꎬ英国文明史应该贯穿全部历史直到昨天ꎬ因为昨天也是历史ꎮ

关于传统社会向近代文明转换的问题ꎬ英国给人们留下了内在渐进主义与外在殖

民主义并存的历史记录ꎮ 就英国近代文明内在转换与社会变迁问题ꎬ英国皇家历史学

会现任主席、剑桥大学彼得曼德勒教授在与南京大学洪霞副教授的对话中ꎬ曾经讨

论过英国 １７５０ 年之后工业文明的到来导致的社会转型及其相关问题ꎮ 他认为ꎬ在

１７５０ 年和 １８５０ 年的欧洲城市规模前 ４０ 年的城市排名中ꎬ英国从两个城市上榜变成

了 ２０ 个城市上榜ꎬ这表明英国此时的城市化比率在欧洲首屈一指ꎬ其中主要人群是来

自农村的新兴的“工人阶级”ꎮ 曼德勒教授分别从犯罪、言语和饮酒问题等方面ꎬ考察

了这一时期城市新群体如何在自我适应或自我控制以及外部治理机构的发展下ꎬ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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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ꎮ① 这一点ꎬ也从根本上解释了英国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

的根本问题与重大转向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德国著名史学家、哥廷根大学汉斯梅迪克

教授在与博士研究生陈磊的对话中认为ꎬ对话、阅读、写作等历史研究ꎬ应当具有职业

性ꎬ应当在历史研究中抓住历史发展与转换的时代精神ꎮ②

由此可见ꎬ从时间位移到空间转换的视角来考察、阅读和书写英国文明的沉浮与

变迁ꎬ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历史使命ꎮ 我们知道ꎬ大宪章奠定了英国文明演进的社会基

础与思想脉络ꎬ然而形成大宪章与大宪章形成的历史十分复杂ꎮ 从主体素质的考量到

对象世界的探测ꎬ以及对于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及其综合运用、不同领域的相互影响

及其整体把握显得尤为重要ꎬ应在协同国内外专家合作交流及研究相关学术经典的基

础上ꎬ找到属于中国学人自己的英国文明研究的学术视角与书写方法ꎬ在中外比较与

交往的进程中充分感受«大宪章»给英国文明带来的强大发送力ꎮ 尽管从时间转换与

空间位移的语境中ꎬ我们感受到«大宪章»从元典精神、时代精神到民族精神的历史变

迁ꎬ似乎呈现出一种形式上日趋式微的趋势ꎬ然而人们体悟到的则是权利与正义的永

恒ꎮ 尽管英国的宪政与共和带来的是强大的世界帝国ꎬ但当人们在批评与清洗殖民帝

国主义给人类文明带来诸多灾难之余ꎬ也会对«大宪章»为英国乃至世界文明带来的

相对的平等与正义投之以赞许的目光ꎮ

(作者简介:于文杰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ꎻ陆一歌ꎬ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

究生、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讲师ꎮ 责任编辑:莫伟)

８３１ 欧洲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ｈｉｓｔｏｒｙ.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 ｓｈｏｗ.ｐｈｐ? ｉｄ ＝ ３１８２＆ｍｅｎｕｉｄ ＝ ３ꎬ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访问ꎮ
应于文杰教授邀请ꎬ汉斯梅迪克(Ｈａｎｓ Ｍｅｄｉｃｋ)教授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３－２９ 日来南京大学讲学ꎬ并与于

文杰教授、博士研究生陈磊、硕士研究生周宇平等南京大学师生举行相关的学术对话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