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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们对“人类学”莫衷一是。就国内学界而论，至今仍有将人类学视作自然科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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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学术机构（特别是科学院）。在这些机构里，
所谓“人类学”
等同于研究人的体质衍生史
的
“古人类学”
。在另外一些机构里（特别是综合性高等院校），人类学被当作社会学的一个组
成部分来对待。在一些与“民族”相关的特殊教学科研机构（特别是民族院校与民族研究机
构），
人类学则时而被等同于
“民族学”
，
时而被视作是与之对立的学科（不少人误以为，
“民族
学”
是“本土的”
、
有用于政治的，
而人类学则是某种无用的、西式的文字游戏）。
我国学科定位的这种
“错乱”
，
并非是独自生发的，
它乃与对我们有深刻影响的
“西方”
有关。
说人类学等于是人的体质衍生史研究，
说对于形容文化的研究民族学之名优于人类学之
名，
有欧陆（包括前苏联）之根据；
说人类学是社会学的一个部分，
则有法国年鉴派社会学及英
式社会人类学之根据；
说人类学是可无所不包的
“大学科”
，
则与美国尚存的
“大人类学”
相关。
我不怀疑
“大人类学”
（即包含人的体质与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之存在价值，
甚至还总是相
信，
理想上，
人类学应如其在美国高校依旧追求的那样，
成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之间的桥梁。
矛盾的是，我所从事的人类学研究，却又是一门与人文思想、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息
息相关的，与“体质人类学”
不同，
甚至是与之
“对立”
的学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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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之所以在对学科的综合性不加怀疑之同时，将学科表述为“文科”，一方面是因为考
虑到自己的学术旨趣、教学之便及知识局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考虑到，这样的定义更符合
中国学术视野开拓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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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讲述的人类学，是近代的一种学科形式。这一形式的人类学，不主张进行“体制测
量”
、
“种族区分”、
“人体解剖”与“基因分析”
，而致力于将人视作有内涵的完整形态来研究，
它更关注人的
“身心”
与
“身外之物”
之间关系的探究，更侧重于“小我”与“大我”的辩证，更集
中于人与物之间、
人与人之间（包括
“我”
与“他”、前人与后人之间）、自由与规范之间、
“分离”
的必然与“团结”
的必要之间（包括认同与等级之间）的关系之理解。
文艺复兴、启蒙、
科学世界观、
近代西方世界体系及欧洲各国的“民族自觉”
，既孕育了我
们所不主张的那种
“人类学”
，
也孕育了我们采取的这一形式的人类学。
人们已将这一
“土壤”
界定为
“现代性”
。若这一定义合宜，则我们这一形式的人类学，大
抵便可谓是“现代性”
内部的反思性局部。
“借古论今”
是这一形式的人类学之特殊
“戏法”。
人类学的叙述，
“情节结构”
为古史上及“未开化的民族”
中的思想世界与生活方式。人类
学家关注各社会或文化体系如何以各自不同却又相通的方式对万物加以分类、对己身与他
人之间关系加以定义、对维系关系的可触摸或不可触摸之物加以强调，而形成若干“整体”。
人类学关注的那些社会或文化体系，有着鲜明的“混融”特征，其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宗
教、礼仪、神话、
语文表达方式等等，
均处在紧密的杂糅状态中。人类学家从古史和“未开化民
族”中的“杂糅”
状态中提炼出整体社会的形象，
将之与人们想象的“层级化”或“破碎化”的现
代社会相比较，
使之成为一种远在的
“他者”
（Other）。
我所谓“致力于将人视作有内涵的完整形态来研究”的人类学，即是以这种“他者”的观
念为基础的。
3、19 世纪时人类学最辉煌的时代，当时，人类学家通过比较文化研究得出的结论，对于
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总体，
有着出乎我们今日之想象的冲击力。
那个时代，
让我深有
“今不如昔”
之感。但鉴于我们需务实地面对时代，我的人类学教学，
却始终是以 20 世纪学术为基点的。
①，
产生于 20 世纪初的英式现代社会人类学及其“中国表达”
确是我理解的人类学的主
要来源。然而，
我并又不满足于这一特殊种类的人类学，
而有心在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民族学
阶段”②中寻找社会、
文化、
民族、
文明与世界等等观念之综合的可能。
对于年鉴派“民族学阶段”的这一“回归”，出自两个思考，其一，人类学与“民族学”有藕
断丝连的关系，其二，对这一“民族学阶段”有深刻影响的欧陆式（尤其是德式）民族学及其
“阴影”下的美国现代文化人类学有着突出优点。
法国年鉴派“民族学阶段”
，
以特殊的方式有选择地保留着古典人类学的特征，而这对于
我们更完整地理解人文世界，
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类学有从 19 世纪的
“三圈论”
到 20 世纪的“二元论”
退化的趋向。19 世纪人类学家眼
中的世界，有“未开化民族”、
“古代文明社会”与“现代文明人”
（这些在不同的人类学著述中
有不同的概括），到了 20 世纪，过往的“中间环节”
（古代文明社会）被人类学家自己“取缔”
，
① 吴文藻.功能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A］.吴文藻.吴文藻社会学人类学论集
［C］.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0.122～133.
② 杨堃.法国社会学派民族学史略［A］.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
社，1997. 14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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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开化民族”
与现代人二分的叙述占据了主流，因之，现代人类学出现
之后，将野蛮与文明、
了自我蒙蔽的倾向。①
在诸多人类学形式中，法国年鉴派“民族学阶段”的人类学，在 20 世纪的学术风范内部
兼容了 19 世纪的遗产。这一形式的人类学若得到改良，
则可成为新人类学成长的“养料”。
4、在我国，人类学与“社会学”和“民族学”有着种种纠葛，而我们所说的人类学，是在这
一关系与纠葛中得到定义的。
1926 年蔡元培（1866-1940）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将民族学区别于人类学，认为民族
②，
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
而人类学则“是以动物学的眼
光来视察人类全体，求他的生理上的与其他动物的异同”。③而因人类学在求索人类全体之
特征及人与动物之异同中，
“不能不对于人类各族的互有异同的要点”有所关注，于是，也有
学者用它来代指民族学。④
蔡氏的这一定义，
显然是德国式的。
后来，蔡元培还在“社会学与民族学”一文（该文为 1929 年 2 月 8 日蔡元培在中国社会
学社成立大会上的发言稿）⑤中，重申了他的主张，且补充说，美国人类学有将人类学分为体
质与文化两大门类的做法，
其中，
文化人类学指的便是民族学。
该文还侧重考察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蔡元培说：
社会学的对象，
自然是现代的社会。但是我们要知道现代社会的真相，必要知
道他所以成为这样的经过；一步步的推上去，就要到最简单的形式上去，就是推到
未开化时代的社会。然而文明人的历史，对未开化时代的社会状况，记得很不详细。
我们要推到有史以前的状况，
要靠考古学所得的材料是不能贯串的。我们完全要靠
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
作为佐证；
然后可以把最古的社会，
想象起来。这就是民族
学可以补助社会学的一点。（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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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元培看来，
民族学与社会学本质上都与
“人类学”不同，它们不从事生物学方面的研
究，
而是对于古今
“社会状况”
的研究，
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前者更关注古代“未开化的民
族”
，后者更关注现代
“文明人”。
蔡元培的观点发表之后，
杨堃（1901-1998）发表同题“作文”
（原文刊于 1934 年 4 月出版
的《社会学刊》四卷三期），
回应了他的言论。
杨堃采用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观点来看待“人类学”、
“民族学”和“社会学”这几个范畴
之间的关系，认为蔡元培从德国学术为出发点作的界定是可以接受的。接着，他给予“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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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铭铭.三圈说——
—中国人类学汉族、少数民族与海外研究的遗产［A］.王铭铭主编.
中国人类学评论［C］（第 13 辑）.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125～148.
② 引自蔡元培.蔡元培民族学论著［M］.台北：中华书局，
1962.1.
③ 同上，6 页。
④ 同上。
⑤ 杨堃.民族学与社会学［A］.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C］.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
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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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
、
和“社会学”
作了更为细致的关系界定。杨堃指出，
民族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关系
学”
观点可分四类，一是 19 世纪早期的观点，
即，认为民族学等同于人类学；二是 19 世纪晚期的
观点，即，认为民族学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三是认为民族学是广义的、包括人类学的学科，四
是认为人类学与民族学是两门不同学科，
人类学是致力于人类体质特征与种族研究的学问，
而民族学则是以民族和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另一门学科。杨堃采纳最后一种观点（该看法来自
法国社会学年鉴派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是其“民族学阶段”的反映），且认为，民
族学与社会学正在融合，社会学局限于现代社会研究，是一门初级学科，未来需与民族学融
合，成为一门比较的学科。作为比较之学的民族学，不是像蔡元培所说的那样，
仅仅对不同民
族的异同进行比较，而是包括了原始社会、乡民社会和都市社会的比较，这就使民族学有成
为社会学之未来的可能。
蔡元培和杨堃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有关看法，是 20 世纪前期国内众多不同
看法中的两种。两位前辈一个受德国民族学教育，一个受法国社会学与民族学训练，自身为
欧陆人文学两大派之差异与关联的
“东方体现”。
当年我国学界亦存在“英美派”
，该派与杨堃的观点有些许重合之处，如，它亦认为人类
学（杨堃意义上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应融合。但与蔡元培和杨堃都不同，
该派更侧重现实主义
的社会学研究，有以社会学涵盖
“人类学”
之倾向，如吴文藻（1901-1985）即认为，英式的社会
学化的人类学，有比民族学和美式文化人类学高超的方面。①
1950 年代之后 30 年，
此前人类学、
民族学、
社会学的百花齐放之势大为减弱。国家直接
介入学科建制后，
社会学在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中“缺席”了，人类学和民族学也按照苏式的定
义得到了“统一规定”
，
分别指体质人类学（尤其是古人类学）及
“民族问题研究”。②
1980 年代以来，
1950 年代之前学科多元并存的状况得到了部分恢复，人类学、民族学、
社会学之称均“恢复名誉”
，
其在区分与联系亦得到了广泛重视。然而，学界却广泛存在对这
些名称背后的学理区分及其历史形成未加深究的问题。认为人类学之称优于民族学之人，
并
不了解我们之所以可以这么认为的原因，
认为民族学之称优于人类学之人，并不了解民族学
的本意，认为社会学更全面之人，
并不追究其
“全面性”
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渊源关系。
1950 年代苏式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建制，实与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有关看法接近，而这
一看法在 1950 年代的中国也被接受过；同样，1980 年代以来的“三科并立”状况，也有其历
史基础。
人类学（或民族学）学科的 20 世纪是连贯的百年。
在充分认识到这一事实之同时，
我认为，在当下学科区分并无实质学理内涵的状况下思
考学科，
我们有必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待学科的历史。
我借助对于 20 世纪前期中国论述的回归，反观 20 世纪后期以来学科建制混乱的原因，
并基于此，对人类学提出一种综合性的论述。
概言之，我论述的
“人类学”
（此后我将继续用“人类学”这个词汇，而不再赘述其与“民族
① 吴文藻.文化人类学［A］.吴文藻.吴文藻社会学人类学论集［C］.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0.39～74.
② 关于中国人类学的演变史，
参见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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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的差异与关联），虽与中外晚近论述有关，但它却承受着沉重的“负担”
，与 20
学”
世纪前期有关人类学、民族学及社会学的论述形成密切关系 （尽管这一关系表现得有些间
接）。这一意义上的人类学，
大抵是指蔡元培眼中的民族学、吴文藻眼中的文化人类学、社会
人类学与社会学及杨堃前辈眼中的社会学与民族学之若干元素的有选择的汇合。
5、
基于某种“学科史”
的回归而得到定义的这一形式的人类学不等于重复。借助
“回归”
，
新的见解也能得到表达。
例如，
“文明”
这个 20 世纪以来遭受众多人类学家批判的词汇①，
堪称关键词。
20 世纪人类学有其缺陷，
其中，
主要者，为文野二分的世界观。19 世纪时西式人类学的
“三圈说”
，
有欧洲中心主义嫌疑，
因之，
其在 20 世纪之被抛弃，乃为必然。代之而起的，是那
种将“未开化民族”视为“文明人”之“另类”的人类学；此时，
“文明人”被等同于“西方人”或
“现代人”，
“未开化民族”
这个概念不再流行，
“他者”一词替代了此前存在的那些“圈子化”更
细致的形容。
对于这一世界观念的转变之是非，
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保守的现代派，
讴歌现代人类学，
革命的后现代派，
则恨不能早日摧毁它。
对于现代人类学，
我采取的一种
“中间立场”，我欣赏它的精彩，
质疑它的问题。
在我看来，现代人类学建立了
“自我”
与“他者”相分的二元世界观，这一世界观使我们有
了“尊重他者”的可能，但却在学科中“删除”了至关重要的“第三元”
——
—介于
“未开化民族”
与“现代民族”之间的古文明之研究。而
“第三元”的消失，后果是严重的，将本已是“文明”的
民族统统归入
“他者”
，
是对非西方、
非现代文明的贬低。②
“你”
（在场的
若可以将 19 世纪西式人类学的“三圈”形容为文化或文明意义上的“我”、
“他”
），那么，人类学
“主流观念”
的 20 世纪之变，
便可以说是以
“你”的缺席为特征和后果的。
20 世纪前期，中国“南派”人类学因深受德式和法式民族学的影响，而保留着对于中国
古史研究的兴趣，
这就使其论述不同于主流的西式人类学的“二元论”。这一人类学类型，将
古代与“夷夏之辨”相关的知识与考古学、历史民族学、神话学及民族志的研究联系起来，视
中国为一个由“夷夏”
构成的“另类”
体系。
以燕京大学社会学为主导的
“北派”
，
则将近代中国描述成一个由“乡土中国”与“工业社
会”
（或“都市社会”
）构成的格局，其总体形态，既不同于“未开化民族”，又不同于“文明人”，
堪称一个“另类”
社会体系。
“北派”因深受功能主义主张的影响，
而有将西式人类学“二元论”中国化的追求，但当时
无论是
“南派”还是
“北派”
，
都致力于呈现中国这一介于“未开化民族”与“文明人”之间的“文
化”或“社会”的特殊性。
1950 年代后期，
阶段论成为中国大陆民族研究的主导思想。阶段论的划分确是对 19 世
纪西式人类学进化论的“复辟”
，
但这一划分也使中国民族学论述不受“二元论”
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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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George W. Stocking, 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7, pp.
8～45.
② 人类学界也存在研究“东方文明”
（如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之人，但他们叙述
下的这些“文明”
不再被描述为文明体，
而被多数人类学家认定为至多是某些“扩大式的部落
社会”或
“部落结合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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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以并非毫无问题的现代西
鉴于中国人类学迄今依旧深陷简单的社会进化论的泥潭，
式人类学
“自我”
与
“他者”
概念框架来重新思考我们的学科理想。然而，
与此同时，
我亦企图针对西
式人类学
“二元世界观”
之缺憾，
阐述人类学的文明
“第三元”
对于 21 世纪世界人类学将有的意义。
6、
基于“第三元”
的概貌而设想的人类学，具有中国相关性，但这一中国相关性却不是脱
离世界格局而单独生成的。
有社会学家指出，
“全球化”之前，世界分化为以欧洲为典范的古典式民族国家、以北美
和澳洲为典范的殖民化国家、
以亚洲、
非洲等地为主的后殖民国家及以德国和日本为典范的
①
“现代化的国家”
。
有其自身的逻辑，
但也时常为
“世俗秩序”
所牵连。
知识体系之构成，
近代人类学诞生于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在绝对主义国家基础上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
是现代世界观和政治观的发祥地，
也是这些观念最早得到反思之地。近代以来，这些国家的
人类学家较早开始借用“异文化”以反省“本文化”
（甚至是在其 19 世纪的“古典时代”
，反省
的因素亦广泛存在于进化论与传播论中），而这一意义上的“异文化”，便是欧洲以外的人们，
特别“未开化”
“未有国家”
、
的“部落”
，
是远离欧洲
“全权国家”
的“另类”。
以北美和澳洲为中心的殖民化国家，
是在对抗欧洲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但从种族
和文明的角度看，
殖民化的国家与欧洲古典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突出的一致性。
所谓“殖民化”意指来自欧洲的白人对于部分非西方部落的“殖民”，
“殖民化”的成功实
现依赖于白人人口对非白人人口的灭绝或边缘化。②
与种族相关，在文明体系方面，殖民化的北美和澳洲诸国，与欧洲古典民族国家共享一
个体系。尽管 18 世纪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来自欧洲的移民曾与欧洲形成隔离和敌对状态，
但
到了 20 世纪，以希腊罗马和西方基督教为符号核心的文化认同和哲学一致性，再度表现出
了它的历史创造力。③
社会科学主流学科的现代性话语，无论在欧洲民族国家，还是在北美和澳洲（以及新西
兰），都有广阔的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新世界格局中心的美国，在传播现代性的
知识和生活方式中，更是替代了欧洲的地位。但以人类学为名义的研究，却在殖民化的国家
中表现出了与“殖民宗主国”
不同的特点。
作为殖民化的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有一种特殊的人类学，这一人类学面对着欧
洲老牌国家中的人类学研究者所不曾面对的“土著人问题”。从种族灭绝政策中死里逃生的
印第安人、澳洲土著等族群，在殖民化国家中人类学的“文化良知”中一向有特殊地位。尽管
殖民化国家的人类学的主要概念和模式是从欧洲借用来的，但在具体撰述上，这些国家中的
人类学家相对更多地从国内“土著人”
的研究中获得“文化良知”的滋养。他们对现代性的反
思，
在地位上向来被摆在族群与文化关系问题的后面。因这一形式的人类学与国家内部事务
的处理关系密切，
故它们与其他门类的社会科学一般有着较为亲近的关系，而其“国际特色”
（对于海外的研究）则只是到了美国取得世界体系支配权之后才得以显现。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Polity, 1985, pp.267～275.
② Tzvetan Todorov,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4.
③ 亨廷顿著，周琪等译.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7.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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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拉丁美洲也可以与北美、澳洲一同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所谓“第三世界国家”
归入殖民化国家的行列），
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获得现代民族国家地位的。此前，
它们或以部落或以传统国家（包括帝国）为面目，
出现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体系中。除了较
早有欧洲移民而美国势力影响较大的中美洲和种族人口相对平均分布的南非以外，这些国
家形成后，来自殖民宗主国的种族人口完全为人口的极少数。
“后殖民国家”指的就是殖民时代以后兴起的“新国家”
，其与殖民化国家之间的差异主
要表现在人口中欧洲殖民人口的退出。
因欧洲种族人口在
“后殖民国家”
不占人口之多数，故其在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必
与“土著民族”
文化自觉过程中兴起的
“本地文化”及“内外之间”的中间形态构成既矛盾又统
一的关系。在对西方经济依赖较重的拉丁美洲和种族人口平均分布并存在种族隔离状态的
南非，文化之间、社会秩序观念之间的矛盾经常能够引发暴力冲突和两极分化的阶级斗争。
在欧洲人口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的其他后殖民国家中，民族主义对于现代性和民族传统的双
重追求，
大多取代了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在这些国家中，对于原本存在的团体纽带的强调，
致使新成立的政府有敌视西方知识体系（尤其是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态度。不过，与此同
时，急于求成的现代化追求却又使这些国家焦虑地模仿西方，以期未来在世界体系中谋得一
席之地。基于完全殖民状态形成的民族国家，较易于接受西方知识体系，而半殖民地基础上
形成的民族国家，
则相对易于强调自身传统的优势。
第三世界国家借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改造己身，它们有现代化的信仰，对于政治经济学和
社会学尤其重视。西方风格的人类学，
在这些国家中也得到重视，
但其现代性反思，却不一定
能得到这些急于“赶上”
西方的民族的重视。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念、社会进化论和古典人类学
的
“适者生存”逻辑，
长期影响着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流思想”。即使这些国家有其人类学，那
它也多数是以政治经济学化、
社会学化和“应用化”
的面目出现的。
现代西方人类学尊重非西方人文价值，借严谨的研究方法，梳理出这些价值的谱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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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价值的谱系，在西方有其别样的意义，
在非西方，
也有其别自身的功用。
叙述这些人文价值谱系的外来民族志，为
“新国家”的文化自我认同提供着素材。而这些
志书中频繁出现的“部落”、
“酋邦”、
“王国”等概念，则被改造成与民族统一的国家概念相适
应的“少数民族”
、
“土著民”
、
“国民”等概念，在“土著”进行的人类学（或民族学）研究中扮演
着特殊角色（这些概念始终与国内群体间关系的规定相联系）。①
以德国和日本为典范的现代化的国家，是在欧洲古典民族国家的模式中建立起来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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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它们的基本特征是强调现代化和军事在国家统治当中的意义，尤其强调在新的国际环
境下采取产业和军事产业现代化的策略来建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力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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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现代化国家，
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后来即为其他类型的国家联盟所击败。
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倾向于运用在欧洲古典民族国家中早已过时了的帝国主义策略，它
们的一切努力均集中于在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中重新确立跨国的
“帝国体系”。
在现代化国家中，
启蒙主义的进步历史观在人类学中之地位，远低于形成于第一次世界
① Dell Hymes，
ed.，
Reinventing Anthropolog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1969；Andre
Beteille，
“The idea of indigenous people”
，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 39（2）, pp.18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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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论的影响至深。即使在欧洲其他国家产生
大战前后的传播论。德国和日本的人类学中，
了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理论之后，把文化当成古代文化传播、文明化或衰落的结果的观点，一
直在德国和日本有很广泛的市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以传播论为特色的人类学被英美式的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所取代，
德国和日本的“民族学”
也随之改名为
“文化人类学”
或“人类学”。然而，
对于文化地理分布的
研究，
一直在这些国家的人类学界享有较高声誉。
在现代化的国家中，对世界其他地区展开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和对国内进行的民俗学调
查，往往集中在文化资料的收集上，
而理论思考，
显然有限。①
“一族一国”
。历史上，
中国
“摇摆”
于
“统一”
与
“分裂”
之间，
无论在哪个阶段，
“夷
中国本非
夏”
实非二元，
而指多种民族成分之间的差异与关联。经历 19 世纪的
“国耻”
，
到 20 世纪，
中国
面对着在新世界格局下处理民族与国家关系之使命。中国较早成为
“后殖民国家”
，
处境与此类国
家接近。不过，
带着数千年文明史的
“负担”
进入一个近代世界，
中国亦长期承受着某种压力。
中国既与基于王权而建立的国家不同，
又与由部落归并而来的“新国家”不同，其特殊性
表现为，一个分合不定的
“天下”
，
到了 20 世纪，面临着将自身套入“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观
念体系中的“必要性”
。
在近代世界格局下，
中国的人类学，
本质追求既不同于欧洲古典民族国家的人类学，又不
同于殖民化国家的人类学。西欧主要国家的人类学，
都以海外的
“未开化民族”
研究为己任，
有
时将这些民族视作欧洲的
“史前史”
，有时将之美化为欧洲的“他者”
；包括美国在内的殖民化
国家的人类学，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
长期关注的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
它也以“自我”与
“他者”
的欧式观念来面对“未开化民族”
，但又务须承认，这些民族是以欧人
为主体的殖民化国家的
“内部他者”
。中国人类学兴许与殖民化国家的人类学更接近，
它长期
致力于处理与
“内部他者”
相关的问题，
其中农民与少数民族问题，
乃是其研究之要点。然而，
与殖民化国家不同，
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的人群，与在近代以前已与朝廷及其推崇的“教化”有
长期的互动，
二者之间的关系绝非是美国白人与美洲印度安人之间或澳洲白人与澳洲土著之
间的关系。这决定了中国的人类学需采取一个远比古典民族国家和殖民化国家更历史化的方
法论体系来展开研究。然而，
19 世纪的
“国耻”
，
使中国人长期心存追赶先进的古典民族国家、
殖民化国家及现代化国家的愿望。因之，
中国的人类学既长期注重大量引进这些国家的理论与
方法，
又急于将之落实到解决本国现代化问题的政治实践中。加之中国本属后殖民国家行列，
对
自身传统的再创造，
时常会与其现代化的作为相混合，
于是，
中国的人类学，
既可有历史主义倾向
（以
“南派”
为主），
又可有现实主义倾向（以
“北派”
为主），
在学术文化上具有
“双重人格”
。
对于“他者观”
下的人类学及以
“第三元”
为出发点的文明人类学的强调，是在这个“双重
人格”的阴影下提出的，
必然也带有它的特征。
“他者观”下的人类学，是针对“双重人格”的一面——
—进化论下的现代化追求——
—提出
的，其核心主张是，
通过人类学研究呵护
“和而不同”
的人文世界。文明人类学则是
“反思地继
① Andre Gingerich ＆ Hermann Muckler，
“An encounter with recent trends in German－
speaking anthropology”
，
Social Anthropology，1997，l5（1），
pp.83～90；中生盛美.现代中国研究
与日本民族学［J］.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北京大学），
1998，第 47～4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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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民族史或历史民族学的叙述提出的，其核心主张是，通过人类学研究为与“天下”这个旧
式世界图式相关的观念形态、
制度安排与象征体系寻找“社会科学地位”。
7、20 世纪世界人类学的分化，及情愿或不情愿地嵌入于这一分化格局的中国人类学，
也与“冷战”息息相关。①
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集团，
与以前苏联为
“冷战”
时期，
首的集团，
分为两大国际阵营。二者展开了军事、
意识形态和、
政治、
经济竞争。第三世界国家处于
两极之间，
有时认同于其中一方，
有时自身联合为一个阵营，
有时成为两极化世界格局的牺牲品。
前苏联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它也局部因袭了俄罗斯帝国时期的学术传统，而
这一传统具有欧洲特性。西方有的学科，
前苏联大抵也有；所不同的是，
其社会科学强化了哲
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支配性，
弱化了社会学、
政治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
前苏联定义之“人类学”
，为“自然科学化”的古人类学，其定义之“民族学”，与德式和法
式的民族学有诸多相通之处，
亦相当于英美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作为加盟共和国的
反映，
前苏联民族学固然在某些阶段中曾有注重民族生活方式的生态-经济形态多样性研究
的特点，但其阶段论的社会研究，
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分化影响到了
“超级大国”之外的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欧
亚社会主义国家中，
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阶段论，
也被视为“真理”。以中国大陆为例，
西式社
会科学学科——
—社会学、
政治学、
人类学，
都曾被当成“资产阶级学科”加以批判，其遗留的知
识资源（包括知识分子本身）被分流到政治经济学、
历史学和民族学的领地里。而对立阵营的
另一方，情况则正相反，这些国家和地区与美国有着密切关系，其人类学研究，也同样被纳入
美国的“学术文化圈”
中。以台湾为例，
直到 1980 年代，该地区的人类学，曾从中央研究院欧
陆式民族学，演化为美式的文化人类学。
“冷战”下的第三世界，依旧是后殖民民族国家；为了“立国”
，它们必须考虑本土文化与
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却又几乎命定地要分属于两个对立阵营。在文化和观念形态
上，
这些国家既基于具备
“超级大国”
学术文化的某些特征，
又对这些特征保持着警惕。
Northwestern

1980 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有政治学家认为，
“冷战”
后的世界，文明“既是
分裂的力量，
又是统一的力量”
“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
；
“社会被
②
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 在文明多极化发展局面中处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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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地位的文明包括七个：
（1）中华文明；
（2）日本文明；
（3）印度文明；
（4）伊斯兰文明；
（5）西方
③
“一个世界”
变成“两个世界”
文明；
（6）拉丁美洲文明；
（7）非洲文明。 世界从
，再从“两个世
界”
变成“不同的世界”
，
经历了从
“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向“冷战”的意识形态阵营二元化、
再向
“文明冲突”
的演变，
最终，世界上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利益、对抗和联合”，而
“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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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u Petrova-Averkieva, "Historicism in Soviet ethnographic science", in Ernest Gellner
ed., Soviet and Western Anthropology, London: Duckworth, 1990, pp.19-58.
② 亨廷顿著，
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7.
③ 同上，
23~42 页。
④ 同上，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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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治确已出现文明多极化的走势，
但学术却与之背道而驰。
一位来自莫斯科的人类学家抱怨说，越来越多的前苏联民族学家已经由于受经费和新
思想的诱惑，而太多地放弃前苏联的学术传统，
转向美国式的学科传统。与此同时，
美国人类
学家在向前苏联的田野工作渗透之时，却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向来有着国家利
益的考虑和文化价值的偏向，
还沉浸于对
“冷战”
时期前苏联的想象中。①
在非西方民族国家中，更是如此。
在前苏联如此，
“冷战”以后，
模仿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努力，
似乎已成为非西方学术的总特征。
然而，现实却总是双重的。与
“西方化”
同时，学术多极化的势头，
愈演愈烈。在不少非西
方国家中，
“土著观点”
或
“局内人的人类学”
正在成为民族文化自觉的认识手段。强调从“土
著人”
（这里指的是研究者本身的社会）出发理解“土著人”
，反对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外来
模式”，
也成为诸多非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热衷于探讨的课题。
这些“土著化”
的论述，
不时引用西方社会科学观点，
但却以“国族史”
的叙述为追求。
怀着“文化良知”
的人类学，
一直寻求着人们能借以超脱现代性的
“另类”。这种类型的人
类学，
生发于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和殖民化的北美和澳洲国家中，其核心概念为“他者”。另
一种类的人类学广泛地分布于后殖民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中，它视自身为现代性知识体系
（虽不一定以现代性为旗号）的一个门类，
主张视人类学为国家
“营造法式”
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各民族国家类型中，
两种人类学也出现过综合，但在后殖民的民族国家及在“冷战”期
间的非西方阵营中，
综合是在符合本土主义的“理论需要”前提下实现的。
文明多极化现象，
历史上早已存在。文明多极化的状态，与历史上国家形态的“帝国”特
色密切相关，
是前民族国家的传统国家的基本文化特征。政治学家之所以认为这是“冷战”
后
出现的新问题，是因为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和“冷战”曾经相继把这个复杂的人文世界简化
为一个、两个、
或三个世界。
生存于非西方诸文明体系中的知识分子，兴许会对世界转折过程中出现的新形势采取
乐观其成的态度，但他们兴许也会意识到，历史转变并未给我们带来一个文明与自由的结
局。
70 多年来，非西方文明体系中新创建的民族国家，削弱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于世
界的支配。但第三世界对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记忆犹新。作为结果，
非西方各文明体系的文
化认同危机、
民族国家的全权主义统治及敌视（或恐惧）外来文化的民族主义持续升温。与之
相对，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端，避免“文明冲突”的努力，既促发着新国际政治伦理的产
生，
又为支配体系的扩张提供着合法性。
“他者观”和“文明论”这两种主张，有过深刻的相互矛盾。“他者观”下的人类学，因
生发与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而带有对于 19 世纪意义上的“文明”② 的抵触。
“ 文明论”采
用“文明”一词时，必定给人一种“坏印象”，让人以为，这是要将人类学带回 19 世纪的老
路上去。
① Velery Tishkiv,“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
tion”
,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 39（1）, pp. 1－18.
② George W. Stocking, 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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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采纳
“文明”
概念来重新构思人类学，确是因为有着回归于 19 世纪的“三圈说”
的主张。但回归于“三圈说”不等于回归于 19 世纪西欧（尤其是英国和法国）
“文明”的自
负。①
，
乃指既有的或新兴的超国族体系存有的
“自我约
我所谓的
“文明”
，
乃指一种
“自我约束”
束”
及
“对外开放”
的辩证法，
这在精神上与广义的
“他者观”
是贯通的。
作为“他者观”和“文明论”之综合体的特殊形式的人类学，实有“双重人格”的特征。然
而，
在一个融合与分化共生的世界中，
这一特征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试想，中国学
术若无其自尊心，
那何言学术？而它若是因由了自尊心而丧失了对于“他者”的在场的宽容，
那又何言“良知”
？从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作为现代性反思的局部的“他者观”
下的人类学，本来即志在指出，
解释西方—非西方之间历史差异形成的诸种理论过多地把生
活的智慧看成是西方文化独一无二的成就；②这一理论的雄心，实为文明的辩证法开辟了道
路，它与我们称之为
“第三元”
的人类学论述并无根本矛盾。
8、西方人类学史的研究，
曾将人类学联想到古希腊罗马的思想成就，将人类学的基本观
念——
—如文化与演化的观念——
—上溯到欧洲古史中。③1980 年代以来，
此方面研究者则有反
古史倾向，他们主张，人类学之源，至多可上溯到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认为，
“人类学话语”
的基础观念“他者”
，本是文艺复兴前后犹太-基督教对于包括魔鬼在内的“异类”
，到启蒙运
动之后，才渐渐转变成为一个科学名词。④
两种人类学史观，
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前者认为，唯有古代西方可能孕育人类学，后者
认为，人类学作为一门近代“科学”
，其观念形态之所有让人不可接受，乃因其与某些带有伦
理偏见的“错误观念”
有渊源关系。
我从这两种对立的人类学史研究中都获得过不少启发，我相信，将人类学之源追溯到欧
洲古史，为我们揭示出近代知识的古老基础，而将人类学之“病”与近代联系起来，则有助于
我们认识学科的根本问题之所在。
然而，与此同时，我也认为，
20 世纪前后出现的两种人类学史研究，都将人类学视为西
Northwestern
Journal

方独有的产物，
未能承认，
这门学科的基本观念，
也曾在欧亚大陆的其他文明体中萌发过。
以中国为例，作为上古史文献的|《尚书》、
《山海经》、
《诗经》、
《礼记》之类文本，实含有浓
厚的“描述民族志”因素，而汉代以后的大量史籍，则亦有丰厚的“外国”记述（包括列传与地
理志）。后来，随着“帝制中期”朝贡贸易体系的拓展，
“志国”与“志物”之文类更得到高度发
达。而若说人类学的基础研究为民族志，
则中国历史上广泛存在的方志及游记，亦可被列为
汉文人类学撰述史上之典籍。至于这些文献除了有民族志素材之外是否也有文化、演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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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rge W. Stocking, Jr., Victorian Anthropology. pp. 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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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Clyde Kluckhohn, Anthropology and the Classics, Providence: Brow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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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Bernard McGrane, Beyond Anthropology: Society and the Oth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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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观念，则有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①、谢和耐（Jacques Gernet）②等人
已予以肯定的回答。
近代以来，中国的人类学本可如其欧美之同类那样，通过古典研究建立自己的概念
谱系 ③，但事实刚好相反。西式人类学清末进入中国，自此以来，其历史充斥着“东腔西调”。
中国人类学的译述，固然主要是以汉文为中心的，但汉文书写的人类学，多有浓厚的“外文”
色彩。清末中国人类学译述的“东腔西调”
，先是从
“东洋”
学来的。自 1920 年代起，学科建设
的潮流涌现，
“西调”
直接经由留学归国学者引进，
其时，燕京大学为主的“英美调”，与中央研
究院的德法调，
遥相争鸣。到 1950 年代，
“中腔俄调”
的民族学，
替代了其他。1980 年代以来，
中国人类学中支配性的声音，
则变成了
“中腔英调”。
弃己身传统于不顾，
取
“西天”
之
“经”
入华，乃为 20 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追求。
中国的人类学，
不是例外。
为了“把我们文化中好的东西讲清楚使其变成世界的东西”④ ，我主张在中国古史中寻
找人类学叙述的另一种可能，
也主张视汉文为人类学学术语言。然而，这篇文章的
“声调”
，
依
旧杂糅，脱离不了“异类”
，特别是欧洲古典式民族国家、殖民化国家及现代化国家的学科状
况。书中的确大量存在对于这些形式的人类学的“否思”
，也大量存在旨在表明人类学的“中
国特殊性”的“言论”
。不过，
即使是这些
“否思”
和“言论”
，
也都是在西学框架下的人类学之基
点上提出的。
在“东腔西调”
的学科史阴影下制作出来的文本，
难以避免地会带有它的特征。但这并不
意味着我们对于这一特征不假思索。
生存于一个“后殖民民族国家”
中，
我们易于急躁地模仿现代性，也易于对我们自己的传
统加以“神化”
，
使之成为“闭门造车”
、
排斥他人的理由。因之，在传统中寻找交流与兼容的因
子，
在当下生活中寻找与过去的关联，
将是本有“解放思想”之功的人类学研究者所应担当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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