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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对文学的影响

——以《诗经》的创作和接受为例

朱宏胜，金普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摘 要：中国古代特有的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深深地影响着我国文化的发育和走向，使之带上鲜明的

中国特色。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影响了文学内容叙述、情感表达、价值取向、美学风格、文本流传和解读等

诸多方面。滋生以表现忠孝同义为主要内容和价值取向的家国叙事模式、比兴象征的表达方式和文学接受

态势，并最终形成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的实用政治伦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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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商品经济不发达。小农经济一直占主

导地位。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数千年来，家族制

度也深深地根植于社会结构中，使国家结构也打上

了家族结构的印记。家与国的组织系统与权力配置

都是严格的家长制，这就是我国古代特有的家国同

构的政治模式。“所谓家国同构是指家庭、家族和国

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IlH8宗教和宗法关

系在中国长期存在是导致“家国同构”政治模式形

成的主要原因。而“家国同构”政治模式较长期的客

观存在又最终导致“家国同构”思维模式的产生。这

种思维模式按以己推人、由近及远的思想逻辑，将

处理血缘关系的原则推广到社会关系之中。家成了

缩小的国，国则是放大的家。《孟子》：“老吾老，以及

入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萄子·致士》：“君

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自古及

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礼记·大学》：“吉

之人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

家。”《孝经·士章》：“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

事父以事君而敬国。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

者父也。”这些论述无不是“家国同构”思维的具体

体现。事实上．“家国同构”政治模式产生于西周，西

周宗法制度，实质上是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立

政治关系，君臣关系往往就是父子兄弟关系，忠和

孝在这里完全统一。因此，作为一种古代主流文化

认同和接受的思想观念，“家国同构”思想模式的出

现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最迟在西周初年就已出现

是没有问题的。春秋战国时期，父与君、家与国的连

用已经非常普遍。到汉代，经学家则明确提出“家国

同构”概念。至此，这一观念最终成熟并一直扎根于

我国文化土壤之中。梁启超说：“吾中国社会之组

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

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形式虽废，其精神

犹存也。”可谓一语中的。

“家国同构”思想模式的实质是“忠孝一体”、

“忠孝相通”、“忠孝同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下”。

忠，敬也；孝，善事父母也。忠是政治关系上的等级，

孝是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忠基于更多的理性判断，

孝注入更多的情感内涵：忠反映了下级对上级无条

件的服从。孝反映了上下互动的脉脉温情。当孝和

忠一体化后．确保臣对君忠的理性判断便加进了家

庭血亲之间才有的道德情感，政治便彻底伦理化

了。而理性判断的道德情感化即政治伦理化正是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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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家国同构”思想模式的关键。完全可以这么说。

我国古代这种特有的“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思想

观念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文化形态．使之带上鲜明的

中国特色。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它影响了文学内容

叙述、情感表达、价值取向、美学风格、文本流传和

解读等许多方面，滋生以表现忠孝同义为主要内容

和价值取向的家国叙事模式、比兴象征的表达方式

和文学接受态势。并最终形成积极关注社会现实的

实用政治伦理文学。

一、以忠孝同义为内容的家国叙事

“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产生后，出于安邦定国

的需要．统治阶级必然要求建立与这种政治模式相

适应的能体现家国合一精神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

模式的建立自然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先看《诗经》中

的祭祀诗。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体现家国合一人文

精神的最高典范是周文王，《诗经·大雅·思齐》对此

就有反映。《思齐》写文王能做到“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即从最亲近的妻子进行示范起，

到影响众兄弟。再到将礼乐教化推行到所有诸侯，

使之遍及全国。家国在文王这里已经完全成了有机

的统一体，“文王之化，自家而国”，朱熹目光如炬，

深得个中之味。《大雅·皇矣》说：“帝作邦作对，自大

伯王季。微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

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可见，文王这一精

神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的父祖。为了家国，太伯能

不贪权势，主动把王位让给王季。事实上，没有太伯

之让，就没有周的强大和灭商。郑玄所谓“太伯让于

王季，而文王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王季果然

能不负太伯推让之心，励精图治，顺亲笃友。友爱兄

长，使得家庭和睦，邦国也因之大治。为后来文王彪

炳史册的文功武治打下坚实基础。完全可以这么

说，在“家国同构”思维精神的影响下，我国文化表

现出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特点，用政治伦理

代替法律秩序。政治大于法律，伦理也大于法律，法

律意识、法律观念在中国古代很难找到立足之地。

这种价值取向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以及“忠

孝相通”、“忠孝同义”、“忠孝同举”的治国方略。从

《周颂·载芟》、《小雅·瞻彼洛矣》、《南山有台》等诗

篇可知，我们《诗经》时代的先人们，祭祖时会说“有

铋其香，邦家之光”。美天子会说“君子万年，保其家

邦”，得贤者则日“乐只君子，邦家之基”。凡此种种，

都是他们思想意识中那种政治化了的家、国合一精

神的深刻体现。正是在这种人文精神的强烈鼓荡

下，在文学领域里出现了家国合一的叙事模式。家

国叙事模式，从积极方面讲，首先就表现为爱国与

爱家、恋国与恋家的完全统一，也表现为舍小家为

大家、情感服从于理智的崇高选择，并最终将这种。

舍小家为大家的理智选择浸染成一种根深蒂固的

道德情感。深深地扎根于民族集体无意识中。从消

极方面讲。则表现为对自私自利者的无情揭露、对

不忠不孝者的彻底批判。

再看《诗经》中的战争诗。《诗经》中的战争诗篇

幅不多．但内容丰富，特别是对战争的态度，反映出

中国先民思考战争的系统性和多元性。但是，尽管

《诗经》中战争诗表现出丰富、多元的战争思想，但

思考战争的基本点却是一致的——都是在家园基

础上开始对战争的思考；思考战争的逻辑也是一致

的——表现出个人一家园一战争的思维序列。这种

思维的结论必然是：卫国就是保家，保家就是卫国。

在这中间当然也有家、国利益的冲突，冲突的结果

是理智战胜情感：必须舍小家为大家。《诗经》中家

国叙事模式最突出的诗篇要首推《都风·载驰》。该

诗因许穆夫人“闵其宗国颠覆”而作，诗篇中有“我

思不闷”之句，说明诗人对故土卫国的思念已不再

是原来那种“女子善怀”的一般性怀恋，而变成了不

可遏止的回归冲动。所以就有“载驰载驱，归唁卫

侯”的不合礼法常规的大胆举措。而所谓的“归唁卫

侯”。实际上是指“吊失国”。在这里“卫侯”既是许穆

夫人兄长的形象，更是国家生死危亡关头卫国这个

残破国家的象征。此时此地。家国概念已经完全重

合，这就是将这首诗看做爱国诗、将许穆夫人看做

爱国女子的主要原因。《我行其野》，着重抒发了流

寓他国者“言归思复”、“复我邦家”的思归之情。从

中可以看出，在主体的乡关意识中，几乎已经不再

有国与家的概念区别。《黄鸟》一篇，诗人更为强烈

地表达了这种情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言旋

言归。复我诸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在诗人看

来，邦国就是宗族的延伸形式，宗族又是家庭的延

伸形式。它们共同构成了自己的故乡，漂泊在异国

他乡的“我”，热烈企盼早日回到自己的诸兄、诸父、

邦族之中。

“家”作为相对于“国”的概念，在和平时期，留

在家乡的人们的家国思想，一般都只表现为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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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爱和对家人的热爱，有时也表现为对美丽大自

然的歌颂，对天子、国君的礼赞。而外出服徭役、兵

役的人则表现为萦绕在脑际的“故土情结”、“家室

情结”。同时这种强烈的思乡之情又理智地让位于

“猃狁之故”、“王事靡盛”。一般来说，维持“家”存在

的不是契约，而是父子、母子、兄妹、兄弟、姐妹等在

血缘基础上的伦理关系：维持“国”存在的则是契约

而非血缘。但是。西周宗法制度却将“国”的存在也

建立在血缘基础上，整个西周王朝和其宗国臣民既

是君臣关系又是父子兄弟关系。在这种政治体制

中，不仅存在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关系，还存在个人

与国君、个体家庭与国家，亦即小家与大家的伦理

关系。秦灭六国，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法治代替了

儒家伦理政治。但是秦享国日浅，“家国同构”的思

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相反，汉武之后，还进一步形

成更苛刻、更严密的儒家政治伦理学说。对当时及

后代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

响。刚才谈到，“猃狁之故”、“王事靡盛”使役夫、征

人的“故土情结”、“家室情结”理智地让位。现在还

要进一步指出。这里不仅有思乡之情让位卫国的理

智，更有将思念亲人、渴望与家人团圆的亲情转化

为卫国保家的爱国之情。此时此刻支撑人们情感和

信念的不是义务而是责任，不是契约法律而是伦理

道德。正因为回荡的是这样一种情感体验，所以读

其时的战争文学作品，便能使人感受到一种悲壮

美，品尝一种独特的伦理美学。譬如《诗经》中的《东

山》一诗，重联叠唱地诉说了征战三年，远离亲人，

背井离乡之“悲”——“蜗蜗者蝎，熏在桑野。敦彼独

宿，亦在车下”，由桑田边的蝴蚕居然联想到独宿车

下的人儿；“果裸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蝾蛸在

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荒凉的家居然“不可畏

也，伊可怀也”。读来真个叫人心酸。然而，令人震撼

的是战争虽造成如此巨大的痛苦，诗人却无一字非

议，整首诗有悲情、有伤感，却无愤怒和懊恼。诗歌

特别选取征人归途的所思所想为抒写的切入点，让

读者跟随诗人回家的脚步而感受着即将到来的却

又来之不易的团圆的快乐。这样构思寓意不言自

明，卫国就是保家，没有国家的安定团结就不可能

有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可言。这样的诗歌，格调是哀

怨的，却更多地感受到一种悲壮美，它既催人泪下，

更令人荡气回肠。再如《无衣》，士兵为什么面对战

争能够同仇敌忾，果敢地承担起责任?还是以“家国

同构”思想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在起作用。战士之间

兄弟般的信任，官兵之间没有隔阂的协力同心——

这种担当不仅出于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更出于个人

对国家的情感。类似的例子很多，兹不赘述。完全可

以这么说，《诗经》战争诗对于人类的贡献，就在于

其基于“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的伦理美。这种伦理

美也就成了中国战争文学的美学传统。《诗经》以

后，我国战争文学继续保持了对伦理美的开掘，《木

兰辞》中花木兰代父从军，杨门女将为保社稷走向

前线，抗战期间我国人民喊出“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口号，都在我国战争文学中加强和深化了这

种伦理美。

无需讳言，《诗经》中也有很多表现家国矛盾的

诗篇。《东方未明》写“东方未明，颠倒衣裳”，朝廷兴

居无节，号令不时，小官吏忙忙碌碌。《硕鼠》写统治

者贪得无厌，诗人发誓“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鸨

羽》和《四牡》则写到“王事靡盛，不能艺稷黍。父母

何怙?悠悠苍天，何其有所?”“王事靡盛，我心伤悲”

这样撕心裂肺的行役入的哀叹。类似的诗篇在《诗

经》中很多，但是，这样的诗篇，正如前人所论，基本

上是“怨而不怒”，诗人仍是基于“家国同构”的价值

取向来看待现实中存在的家国矛盾。在诗人的眼

里，这种矛盾可以调和并不对立，只要有清官、明

君，问题就能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人民长期

以来挥之不去的清官、明君政治情结不能不说与

“家国同构”思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以比兴、美刺为路径。

进行泛政治、道德化的解读和接受

“家国同构”政治模式不仅影响着文学的创作。

还影响着文学的解读和接受。仍以《诗经》为例来说

明这种情况。

正如第一部分所言，《诗经》创作，在“家国同

构”思维的影响下。存在很多“忠孝相通”、“忠孝同

义”、“忠孝同举”的文本。但是，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人的思维、情感是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是

“同构”思维的产物。从本质上讲，《诗经》中大量的

诗篇，乃是诗人一己之私的思维、情感的产物。如果

将所有的诗篇都“同构”化、泛政治化，那无疑是一

种极牵强的误读。但古人不仅这样做了，而且“虽九

死其未悔”。不过，美国著名学者、文学理论家哈罗

德·布鲁姆认为，诗歌的历史就是误读的历史。考察

古人留下的《诗经》解读资料，了解有哪些误读，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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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促成这种误读的，无疑具有重大的研究

价值。“资料的价值有时体现为它的错误(不实)。因

为它同样揭示了某种真实(促使它犯错误的力量或

原因的真实)。《诗序》若与史实不合，则它一定暗含

了另一种史实。”1215巧在思考古人泛政治化地误读

《诗经》的过程中，王小盾的这段话，有很大启发。

古人解读《诗经》，择其要者言之，有以下几点：

第一，以“诗言志”命题为纲领，或强调“美刺”作用，

或阐发“义理”。第二．信奉孔子“诗无邪”说，标举

《诗经》“怨而不怒”的美学特征。第三，将《诗经》文

本看成是以比兴象征为手法的开放体系。第四，提

倡风雅精神。全面构建诗教理论。首先，在汉儒看

来，《诗经》的言志和美、刺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的。“言志”离不开“美刺”，“美刺”是“言志”的具体

内容，就是说它们三者(志、美、刺)之间都与社会生

活的现实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周南·关雎》

不是爱情诗，而是在美言“后妃之德”，是“乐得淑女

以配君子，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

无伤善之心焉”。《周南·葛覃》是写女子作完工后，

准备回娘家看她的父母。《诗序》却说：“《葛覃》，后

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恭俭

节用，服浣濯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安父母，化天下

以妇道也。”《周南·卷耳》也不是写男女别后的相

思，而是在写“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

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波私谒之

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诗序》论《召南·操有

梅》说：“《搡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披文王

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将一首女子渴望求婚者及

时而来，不要辜负青春的情诗解读为教化之诗。《都

风·君子偕老》本来是在描写贵族女子服饰容貌的

美好，汉儒却以为是刺，是“刺宣姜”。《卫风·木瓜》

明明是男女相互赠答的情诗，他们却解说为“美齐

桓公也”。《王风·采葛》极写别离后的相思之苦，《诗

小序》却将其说成“为惧馋”。《王风·大车》写情人发

誓要和心爱的男子私奔，生死与共，《诗序》偏要说

是“陈古以刺今”。可以把汉儒的解读概括为一个公

式：诗歌文本：个人、家庭(字面表征)一比兴象征

(表现手法)一邦国政治(本质内涵，美刺目的)。这样

的解读流传到今天，显得迂腐、不可思议。但在很长

时间里却为世人所普遍接受。有人可能因此而笑话

古人，但是，今天以文学为本位的《诗经》解读，又何

尝不会是受时代思维习惯的影响而以己之意的误

读呢?“诗无达诂”．在缺乏确凿的诗本事的情况下，

寻找诗本义的努力终究会徒劳无功。因此，最需要

做的是探寻这些误读后面的文化因子，进行文化还

原。深入体会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事实上，古人解《诗》，不仅具体解读如此，从汉

代起便构建了一个以《诗序》为中心的诗教理论体

系。《诗序》所谓的“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

风：言天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

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

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完全直接将《诗经》同政治联系起来，诗成了政治宣

传、说教的工具，其审美功能完全被忽略。诗人所表

现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感或社会现象，或者说诗

人只是国人的喉舌、国家的代言人。而不是个人七

情六欲的倾情发泄，也不是个人一己之私的津津乐

道。诗歌文本决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比兴象征。是

“风天下而正夫妇”、“用之乡人”、“用之邦国”的教

下讽上的政治教科书。这本教科书思想纯正，有美

有颂，有怨有刺，但怨而不怒。汉儒对《诗经》的这种

泛政治化解读理论，在今人眼里，十分荒谬。但是，

如果了解“家国同构”思维，作为主流思维模式长期

影响着吾国吾民，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也就

不会对此奇而怪之了。

宋儒解经标举义理。解读《诗经》，较之汉儒大

有进步．但仍没能避免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影响。

郑樵、欧阳修废《序》说诗。一部分失之过于大胆；一

部分依旧迂腐穿凿。程伊川以“义理”说诗，仍坚持

“学诗而不求《序》，犹欲人室而不由户也。”f3】螂吕祖

谦解《诗经》，则更是祖述汉学，不敢稍有逾越。宋学

代表人物朱熹接过郑樵、欧阳修“废序”大旗，将宋

学发展到新的阶段。他坚决将经传剥离，坚持“唯文

本是求”，“以《诗》说《诗》”。但是，朱熹毕竟是一个

生活在南宋的理学家，不可能摆Jl兑n,-f代思维模式的

束缚。他虽能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学修养看出汉儒解

诗之误。却终究还是要抱着“诗教”而不敢背离。因

此，他要将《诗经》中的优秀情诗斥为“淫奔之诗”，

以为圣人留而不删，乃是以之为戒世的反面教材，

仍是思而无邪的教化之诗。他在解读“二南”时。仍

不遗余力地建构他的“二南政治体系”。嘲虽说朱熹

的这种解读原因很多，但是，归根结底，“家国同构”

思维将个人、家庭与国家始终捆绑在一起，致使许

多明明是单纯写个人、写家庭的诗歌，在朱熹们看

来，均有事关政治道德教化的大义存在。例如朱熹

在解读《关雎)n,-t说：“周之文王有圣德，又得圣女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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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

之德，故作是诗。”除将作者改定为宫中之人外，与

《诗序》并无二致。论《葛覃》则以为，“此后妃所自

作，故无赞美之词。然于此可见其已贵而能勤，已富

而能俭，已长而敬不驰于师傅，已嫁而孝不衰于父

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难也。《小序》以为后妃之本，

庶几近之。”《诗集传》解《搡有梅》则以为“南国披文

王之化，女子知以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

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树者少，以见时过而太晚

矣，求我之众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来者乎?”类似

的例子很多，难以一一具引。必须指出的是，朱熹所

主张的“诗教”。与汉儒不同。更多的是从道德角度

立论。朱熹说：“圣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恶，此

则炳如日星耳。”阳70便是其诗教宣言。

清儒解诗，从总体上讲，亦始终没能摆脱这个

泛政治、道德化的牢笼。清代解读《诗经》的学者中

方玉润算是比较开明的一个，能承认读《茉莒》“涵

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

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

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但即使是

他，亦不能完全摆脱诗教的羁绊，其《诗经原始》对

《诗经》解读仍绝大多数是泛政治、道德化的。“家国

同构”思维可谓根深蒂固矣。

总之，儒家倡导和构建的“家国同构”思维模式

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创作和解读。不仅于

此，它还深深地影响着我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就个

体而言，乃是主张“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家和

万事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

有责”。这就要求人们将家与国联系起来，走出“小

家”，关注现实、干预现实。就国家而言，“天下之本

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国如治家”。这

就要求礼法齐用，“化民成俗”。“以民为本”，“保民

而王”。这种“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一方面，铸就

了中华儿女积极人世、舍生取义、为报国不惜献身

的精神；另一方面，又有造成忽视个体价值、家庭幸

福的社会价值取向。由于儒家一直是我国的统治思

想，而儒家“自先秦至明清凡两干余年，始终有一条

主线贯穿其中．即志存天下，积极用世。”11鲫因此，

“家国同构”的思维模式最终被熔铸成一种社会集

体无意识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存在和

发展。就是今天。这种影响仍继续存在并继续发挥

巨大作用。有效地引导这种思维模式的正态发展，

积极地服务于当今经济文化建设。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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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pattern of¨Family&Country．the Same Structure¨and its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Tal【ing the Creation＆Acceptance of Book of Poetry as an Example
Zhu Hongsheng，Jin P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Huangshan University，Huangshan245041，China)

Abstract：The speciM political pattern of”Family&Country．the Same Structure”in ancient China

deeply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our Chinese culture，and colored it with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From literary point of view，this pattern affected narration of literary contents，expression of

feelings，orientation of values，styles of aesthetics，the interpretation and spreading of the texts，etc．In ad-

dition，it bred”family&country”narrative pattern with”loyalty and filial piety，the same meaning”as its

main content and value orientation，with analogy and symbolism as its modes of expression and literary ae·

ceptance trend，and finally formed practical political ethic literature which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social re-

ality．

Key words：”Family＆Country，the Same Structure”；political pattern；thinking mode；political ethic

l 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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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王月萍 中国古代公法的特征及成因透视 -云梦学刊2004,25(3)
    中国古代公法以人治精神为内核,以伦理原则为指导并显现着泛刑事化的外部特征.中国古代公法以维护皇权为宗旨.形成中国古代公法独有特征的原

因主要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集权的政治模式、以伦理精神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

2.学位论文 姜洁晶 民国时期政党政治模式研究 2006
    政党现象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党政治的发展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政党是社会危机的产物，是现代化的领导者和推动

者。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政党萌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各政党此起彼伏，而民国时期的政党政治模式也历经了两次转变。      从民

初多党竞争型政党政治模式的兴衰到国民党一党专政模式的形成，再到新型政党协商模式的确立，政党政治走过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程。多党竞争型

政党政治模式与国民党一党专政模式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失败。尽管这两种模式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事实证明这两种模式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不能

很好地运转。中国的政党政治模式最终走向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这一新型模式既是中国历史客观发展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政治精英对政党政

治模式选择的结果。      民国时期政党政治模式的演变有着鲜明的特征。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政党政治模式演变趋势是从两极走向中和，民初多党

竞争型政党政治模式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模式都是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尝试，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新型政协模式则是由这两极走向中和。政党政

治模式的演变历程极为曲折复杂，无论是在各政党政治模式自身的兴衰过程中还是在模式之间的演变过程中，党际、党内派系斗争复杂异常，并始终贯

穿着民主对独裁的抗争。在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发展及其模式演变的过程中，外力渗透其中，外来因素的影响举足轻重。      民国时期政党政治模式的

演变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现代化的变革与传统因素的保留构成二元并存的社会，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对立。政党本身的移植性与革

命性也是重要原因，注定了近代中国政党生存发展的艰巨性，也决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模式的确立必定要经历一段艰辛而不懈的探索时期。同

时，多元政治力量之间以及多元政治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对政党政治模式的演变也具有重大影响。      这一时期政党政治的发展及其模式演变

对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政治格局的解构，推动政治结构向“政党政治”转变并最终走向“党治国家”。政

党政治模式的演变符合中国社会革命与发展的需要。然而政党政治并未实现向民主宪政的转轨，这既与中国民主法治传统的缺失及精英文化的深厚有关

，也与近代中国政党本身及国情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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