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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行政学史! 民国时期行政学研究# 是作者杨沛龙博士费十年之功
爬梳档案( 笔耕不辍的成果' 展现了民国时期行政学的概貌* 作者在绪论中指
出' 对于)\"#年之后十多年间行政学的整体状况' 学界的研究几近于无' +民
国时期行政学成为一个研究空白, $第* 页% * 该书封底也有文字称' +本书是
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中国早期行政学发展状况的著作, * 据此可知' 这部著作能
够填补民国行政学或中国早期行政学史的研究空白* 本文认为' 在强调其具有
开创性的学术贡献之余' 还应该重视该著作为当下行政学研究留出的三处空白!

第一' 讨论民国行政学史' 要否将其置于民国史的框架内1 第二' 如何处理民
国行政学史与民国行政史的关系1 第三' 对于当下国内的行政学研究' 是否存
在来自民国行政学的且应该得到继承的学术遗产*

一& 民国行政学史与民国史

梳理民国行政学史' 要否将其置于民国史的框架内) 本书作者的注意力自
然始终盯在+民国行政学史, 之上* 但我们认为' 讨论民国时期的行政学史'

需要以民国史或者至少是民国学术史作为依托* 关于这一点' 作者其实已经在
书中多有体现' 但他并没有在研究的方法( 思路和内容上将二者做专门的( 紧
密的联系* 所有涉及民国史和民国学术史的地方' 他都将其处理成服务于讨论
+民国行政学, 之需' 好像+行政学, 在民国时期繁荣兴旺是理所当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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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如果说+民国行政学, 是一棵树苗' 那么+民国, 这个环境就是这棵树
苗生长的土壤* 对此' 可以结合该书的谋篇布局加以讨论*

表)!本书正文的各章
章序 章标题
第一章 行政学在中国的产生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行政学著作
第三章 行政研究团体及刊物出版
第四章 大学行政学教育及研究
第五章 民国时期行政学之定义& 研究范围及其他
第六章 民国时期对于行政基本问题的研究
第七章 民国时期的行政改革与研究
第八章 民国时期对于人事行政的研究
第九章 民国时期行政学的回顾与探讨

资料来源' 杨沛龙# *#)+%

该书除绪论和结论' 正文共\章' 其中又以第*至%章为集中讨论民国行政
学的篇幅$表)% * 显然' 这七章是在勾勒民国行政学的全貌' 又分章刻画其细
部* 那么' 这七章彼此之间有没有明确的内部关联) 它们的顺序是以目前这种
章序为唯一的排序方式' 还是有相互调换的可能) 在我们看来' 这些章序可以
有所调换* 比如' 把第五章调为第二章' 第六章并入第五章的+研究范围, ' 第
七章和第八章呈并列关系' 似哪个在先皆可*

既然本书着力展现+民国行政学, 的繁盛状况' 那我们设想的章序调换亦
无损于这一研究主题* 相反' 对这种状况的刻画越是细致充分' 就越需要面对
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行政学在民国时期会呈现出一派兴盛气象) 有没有一种处
理方式' 让全书诸章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 从而每章之间也因为这个指向而彼
此建立起紧密联系' 以致无任何调换顺序的可能或必要) 如果有' 这个指向从
何而来) 我们判断它来自+民国史, * 比如! 那个时期的国家建设和社会管理的
实践对于建设怎样的政府和实施怎样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怎样具体的要求' 从而
不得不需要来自+行政学研究, 的响应) 在这一点上' 卞历南著译的"制度变
迁的逻辑! 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 一书可作参考* 卞著把民国时期包
括行政三联制在内的行政改革实践( 甘乃光从美国行政管理理论中汲取思想资
源的尝试等+行政领域的活跃行为, 用于解释国民党为响应日本侵华危机而在
实现国家制度合理化方面的努力$卞历南' *#))

!

*)" '*"#% * 按照这种思路'

民国所处的局势才是民国行政学研究之兴盛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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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国行政学史与民国行政史

表*!第九章的三节
节序 节标题
第一节 认识(行政) 与(行政学) 概念
第二节 认识行政
第三节 行政实践与行政学科的关系

资料来源' 杨沛龙# *#)+%

作者在第九章专门辨析了+行政, 和+行政学, $表*% * 首先' 作者指出
了当下中国行政学研究的一个误区' +以为政府做什么' 行政学就要研究什
么55实际上行政与行政学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 并不是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要由行政学来研究, $第*&+ '*&$页% * 这极有道理* 但反过来讲似乎是可以
的' 即行政学所研究的事情应该是政府要做$好% 的事情* 此其一* 其二' 作
者意在用民国时期的+行政学与行政, 作上述误区的一个反证' 即他想阐明!

民国时期的行政学就没有把当时政府所做的事情全部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上述误区是民国之后才出现的现象* 必如此' 作者安排的第五章至第八章才够
得上他在本书用以勾勒民国行政学史的学术追求* 不过' 作者在第五章已清楚
论及' 民国时期的行政学人对行政学的研究范围本就没有公论1 况且' 民国行
政学跟民国的行政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 ' 以致行政学的范围跟行政的范围本
就难分彼此* 应指明' 作者其实提出了区分+政府的范围, 和+行政的范围,

之必要&&&固然+不是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由行政学来研究, ' 但政府行政
范围内的事情应由行政学来研究* 问题在于' 这个+行政的范围, 必是因时而
变且主要呈现为扩张态势' 甚至跟政府的范围有趋同之势*

其次' 作者分析了民国时期行政学所以+一时非常兴盛( 取得不少可观的
成绩, 之天时( 地利与人和$第) '* 页% * 所谓天时' 即西方行政学的兴起并
经由日本传入中国' 且当时的中国时局要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现代政府' 对行
政学提出了实际需要$第"( *&( 页% * 所谓地利' 除了以日本作为西方学术和
思想的二传手这个实际的地利条件之外$第*)( *+ '*$ 页% ' 主要应该指向民
国本身所呈现的+开放, 状态&&&民国时期当然存在政治镇压( 查封( 暗杀(

因言获罪$易劳逸' )\\*

!

"" '+)% ' 但还是一个较为宽松开放时期!

' 这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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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杨奎松!*#)"" *忍不住的(关怀) ' )\+\ 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一书中反
观)\+\年之前的!部分" 书生或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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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举当时行政学人围绕行政和行政学所表达的言论也可反观一二* 这种文化
氛围( 社会氛围( 舆论氛围便于行政学说和理念的传播( 形成和践行* 如此似
可表明' +民国, 本身成了民国行政学所以兴盛的充分条件* 所谓人和' 即作者
高度重视并予以肯定的那个+行政研究者群体, * 恰如作者分析的那样' 这群人
有他们的眼界( 追求和身体力行的奋斗' 但他们总归不能超越时局* 于是' 问
题恰恰在于' 越是清晰地( 有说服力地阐明这些+天时地利人和, ' 越是会让人
觉得民国时期的行政学跟民国时期的行政本身是缠绞在一起的' 民国行政学史
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民国行政史本身* 既如此' 就不宜用民国行政学史来佐证作
者提出的+行政与行政学之间实际上有相当大的距离, 这一观点*

提出这个辩驳' 牵涉如何看待民国行政学的学术遗产*

三& 民国行政学的学术遗产

对于当下国内的行政学研究而言' 是否存在一种来自民国行政学的遗产)

如果存在' 前者有无必要且有无可能继承这一遗产) 还是说二者本来就是一脉
相承' 无需谈继承不继承) 抑或民国行政学并不构成遗产' 所谓+遗产'继承,

说本身不足为信) 对于这些问题' 作者的态度应该是! 民国时期的行政学研究
当然有值得继承的东西' 只是条件的缺乏使得这种继承付之阙如' 而今竟至
遗忘*

一方面' 作者指出' +行政学于*#世纪%# 年代在中国大陆恢复之后' 从研
究解决实际行政问题出发' 一度形成一种颇有本国特色的研究局面* 但到了*#

世纪\#年代之后' 行政学人则越来越热衷于介绍和照搬套用西方行政学的发展
成果' 当然不关心行政学在本土上已经发生的过去, ' 由此+产生和强化了一种
误解&&&在中国' 行政学没有过去, $第* 页% * 基于这些判断' 作者倾向于认
为今天的行政学应该向民国时期的行政学溯源* 民国行政学作为学术宝藏' 本
应加以开发以获取知识( 启发乃至指导' 只是囿于今人缺乏师承( 耐力和眼光
而未能把学术注意力投射其上' 以致这座宝藏竟无人能识( 无人问津' 自然也
无力发掘* 结果' 对于当前国内的行政学而言' 它只能是得不到继承的遗产'

更谈不上一脉相承了*

另一方面' 作者论及' +建设一个大规模的现代政府, 成为民国时期行政学
繁荣的伴生现象甚至推动力量$第*&( 页% ' 那不能否认' )\+\ 年之后的新中
国亦长期保有这种需求* 在追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

不是依然对行政学研究有所需要吗) 作者提到的行政学研究本土化的问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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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正是指向建设当时的现代政府1 照此推论' 只要尚不能宣称已经建成
了这种现代政府' 那么行政学本土化就有持续探索的必要* 按理说' 即便*# 世
纪$#年代以来对包括行政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有过人为的割裂' 但民国时期
的行政学作为一座学术宝藏或许能够在两个方面为今天继续探讨行政学及其本
土化留下遗产! 其一' 技术操作的层面$表"% &&&也就是作者论及的调整行政
机构与提高行政效率( 文书档案改革( 人事行政( 财政与财务( 央'地行政与
行政区划&&&毕竟' 建国之后的行政实务和政府运作' 依然要在上述几个方面
展开* 换言之' 民国时期开始探索的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容和途径' 今天可能在
措辞上略有改变' 但其范围和思路不会有根本变化' 因此' 当时的学人们针对
这些方面所做的探索和研究' 依然值得今人去了解* 其二' 可获得的人才或者
学术资源的质量( 规模及其介入行政实践的程度( 方式和实际贡献方面* 作者
的细致梳理生动再现了那个时代的行政学人的担当和见识' 让人不免有今非昔
比的感慨*

表"!民国行政学的可能遗产
主题或内容 页码范围或章

调整行政机构与提高行政效率' 行政组织$ 合署办公& 裁局改
科& 行政督察专员制& 行政三联制& 幕僚长制& 分层负责制

)*( ')"#& )&+ ')\%

!第六& 七章"

文书档案改革' 文书是行政的工具# 公文运行是行政程序的外
表$ 公文方面开始使用标点# 档案方面开始使用卡片# 改进手续$

主张公文使用白话文& 简体字$ 机械化

)$% ')&+

!第七章"

人事行政' 公务员保障制度& 明确行政职责& 人事机构& 考
选& 职位分类& 考绩& 俸给福利制度& 干部训练& 公务员道德精神 第八章

财政与财务' 将全国财政分为中央财政和自治财政# 省财政并
入中央财政# 取消省级预算$ 日常物品材料的采购与保管中存在的
浪费问题

)") ')"+

!第六章"

央'地行政与调整行政区划' 中央与省的关系& 省县关系& 县
级行政& 缩小省区& 县政建设实验& 新县制& 分区设署

)"$ ')+\& )\% '*#%

!第六& 七章"

资料来源' 根据!杨沛龙# *#)+" 整理%

但是'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也许并非那么简单( 线性* 在+中国, 这个空间
内' 前后相继的两个时间段之间未必存在前者能为后者留下遗产的现象* 我们
揣测' 作者可能把他对民国行政学的热情投射成对民国行政的热情( 再递进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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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国的热情了* 但是' 民国时期的行政学能否当得起这种热情) 在民国这个
充满激情与理想又不乏离乱的时代' 行政学研究究竟有没有成为民国时期政府
改革的+智力源泉, 呢) 民国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行政实绩呢) 甚至说' 民国行
政学究竟做了怎样的学术累积呢) 从结果上看去' 为什么民国时期行政学所据
的天时地利人和没能成为实现国民政府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真正资源呢)

这些问题可能依然需要从+民国史, 那里去一探究竟* 以我们对民国史有限的
了解来看' 恐怕当时的人们确实是认识到了拥有一个现代政府( 强大政府( 有
效政府之必要' 也试图通过包括行政学在内的+科学, 孜孜以求之' 但时局的
限制使得这些认识和探索皆不能充分展开*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战乱经常
打乱政府日常行政的开展和改革计划的推行* 同时' 国民政府政权所及的范围
有限&&&甘乃光把民国时期的文化形式分为租界文化( 都市文化( 乡村文化和
部落文化四种$第))\页% ' 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明民国行政学所要打造的那
个现代政府的尬尴和无奈*

所以' 我们并不认为民国行政学能够算得上一份+遗产, * 一方面' 民国时
期的行政学' 恐怕更多只是当时的+行政研究者群体, 对民国行政的近距离想
象1 另一方面' 以本书为发端的对民国行政学抱有热情的研究者或许又对其做
着遥远的想象* 我们当然要满怀敬意地去回望甚至要小心翼翼地去呵护民国时
期的行政学探索' 但未必能够指望从中得到某种+行政秘籍, *

四& 贡献与批评

关于本书的贡献' 只需略谈' 因为这正是作者呕心沥血的所在' 品读全书
即可领略* 我们列出所读到的三个方面*

其一' 纠正错讹* 比如' 关于中国第一本行政学著作到底是否首推张金鉴
的"行政学之理论与实际# ' 作者用准确的证据予以证伪' 并指出张金鉴这种
+掠人之美, 的行为之后患' 那就是以讹传讹* 相反' 如果每一位治学者都能像
作者这般尊重自己所做的事情' 不让故意的错讹从自己这里发生' 那么+勘误,

就不再是勘正低级的技术性错误' 而是会成为学术观点的争鸣' 从而有助于提
升学术品质* 仅凭这一点就能再次印证作者这份研究的珍贵之处*

其二' 关注+民国行政学, 这个领域所具有的学术视野' 本身就具有价值*

作者费十年之功爬梳资料( 辨错勘误( 熬夜批改' 终得回响*

其三' 作者对民国时期行政学这一学科和当时的学人及其言论的重现' 在
很大程度上让中文语境里的+行政学, 有所归依* 本书算得上是中国本土行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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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寻根之旅*

我们还想提出两条讨论意见*

第一' 如何处理史料的琐碎感) 有没有其他思路来完成民国行政学史的梳
理或者构建) 作者目前的写法' 相当于充分占有了史料' 他试图让这些史料自
己开口说话' 他多数时候隐身在史料后面' 只是偶尔站出来发言* 作者已经完
成的工作为这个话题或者这个领域的后续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我们想提出
的是' 有没有可能围绕一个设问来组织史料) 比如' 跟)% 世纪末期的美国相
比!

' 为什么民国时期难以组建起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完成现代国家的构建)

相反' 那些试图调动行政学知识和行政理论以提高政府行政水平的尝试却以失
败告终* 内战的结果相当于宣告了民国时期的行政改革和政府建设试验的失败'

建国之后要重新启动建设现代化的政府和现代国家* 对于+中国, 而言' 这相
当于走了弯路1 对于国家的现代化而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代价* 这个
代价直到今天依然在消化* 因此' 回看历史( 拨开云雾' 能否从行政学的角度
为这个问题提供一种解答思路) 我们觉得这同样是本书创造的或留出的一个
空白*

第二' 梳理史料( 勾勒行政学学科全貌的工作已经做好了' 后续研究可否
尝试做纵向剖析* 能否用行政学领域的一个代表人物去串联民国行政学&&&比
如从甘乃光入手去勾勒或细描民国史和民国行政学史&&&以此找到能够便于看
清那段行政学史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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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评

!

戴维1马格莱比!].?1= >4A.UB<I:" 等人在解释( *美国宪法+ 的制定) 这个问题
时# 从功能论的角度指出# (随着独立战争的扩大# 越来越需要一个能够联合各殖民地& 指
挥一场革命性战争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 为了得到这样一个中央政府# 召开了制宪会议
!马格莱比& 莱特# *#)+

'

* '"" % 那么# 回过头来看# 清末以来的中国其实也需要这样一个
政府并一直尝试建成这样一个政府% 不能否认# 直至今日# 我国政府的自我认知& 日常工作
状态依然是这种逻辑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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