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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孝通先生在 20世纪 30年代至 40年代那段沧桑的日子里做了许多事 。1935 年夏

天 ,他与新婚妻子王同惠一同前往广西大瑶山研究瑶民生活 ,到冬天 ,在山里遭遇不幸 ,王同

惠未获生还 ,费孝通负伤 ,在广州治疗之后 , 1936 年夏天借养病之机在家乡调研 。该年秋

天 ,费孝通把所获材料带到英国 ,在马林诺斯基的指导下 ,完成了其名作《江村经济》 。1938

年 ,费孝通取道西贡进入云南 ,得到中英庚款资助 ,在该地开始研究工作 ,在“魁阁”创办社会

学工作站 ,致力于“类型比较”研究。1944年 ,费孝通在访美归来后 ,曾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

合大学兼课 ,借此开始他的“第二期工作” ,即“社会结构的分析” 。①此后 ,他将授课的内容

整理发表 ,其中 , 《乡土中国》一书 ,即为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的“乡村社会学”一课

的内容 ,此书于 1947年出版 。费孝通自认为《乡土中国》一书是他在村庄社区研究之上所从

事的社会结构和形态的“理想型”研究成果之一 。②他将“理想型”界定为“存在于具体事物

中的普遍性质 ,是通过人们的认识过程而形成的概念” 。③费孝通说 , 《乡土中国》“可加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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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探索 ,是在西方社会学的脉络下出现的“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

社会的特性”的著作。①

《乡土中国》收录短文 14篇 ,其中 ,第八篇《礼治秩序》及紧接着的第九篇《无讼》 ,是对乡

土社会中可以与“法律”相联想或比较的“秩序”的诠释 ,二者前后呼应 ,前者从总体上确立了

以“礼”为中心的秩序概念形态 ,后者则主要分析“讼师”与“律师”的社会地位差异背后的秩

序观念差异 。

一如既往 ,费孝通通过呈现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 ,表达他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

方略的思考 ,而这一思考 ,亦可谓是对他的同时代人的思考的回应 。

让我们从这两篇文本自身的内涵出发 ,进入“礼治秩序”观点的“彼时彼地”与“此时此

地”之间些许有些“灰暗不清”的地带 ,再回到与法律人类学相关的解释上。

礼治秩序

人们总是把人类学与“跨文化比较”这个概念联系起来 ,于是大多顺着认为 , “法律人类

学”就是对“法”的实践与精神的跨文化比较。法律人类学有各种定义 ,其研究广泛涉及跨文

化法理学 、地区法律传统 、法律多元主义等 ,而基于地区法律传统的知识展开的比较 ,的确是

它的主要内容。用格尔兹(Cli fford Geertz)的话说 ,法律人类学是对于不同类型的“法律感

知”(legal sensibilit ies)的比较。②

不过 ,人类学的比较不等于“对照” 。若说“法律人类学”是比较的学问 ,那么 ,这门学问

的比较通常会引向不同的结论:有的学者会认为比较中得出的差异论是重要的 ,有的学者会

认为比较中得出的普同论是重要的 ,有的学者会认为比较中得出的文化之间密切交往的历

史是重要的 。总之将比较等同于“对照” 。

因而 ,人类学家相信 ,研究者若是没有考虑到比较的限度与其他目的 ,就必定会导致一

个后果 ———“误以为”文化之间的模糊地带就是界线 。

费孝通写《礼治秩序》与《无讼》两篇文章的目的 ,似间接地与此有关 ———它们所针对的 ,

是近代以来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中出现的“人治”与“法治”的对照 。

费孝通在《礼治秩序》开篇中说:“普通常有以`人治' 和`法治' 相对称 ,而且认为西洋是

法治的社会 ,我们是`人治' 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很清楚的 。” ③

为什么说这个对称的说法不准确 ? 费孝通认为:“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统

治 ,能维持社会秩序 ,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 。法律还得靠权力来

支持 ,还得靠人来执行 ,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 ,并非没有人的因素。”④西方法律中“人的

因素” ,已得到某些现代论法理学者的重视 ,例如 ,他们中有不少人已注意到 ,在应用法律于

实际情形时 ,必须经过法官对于法律条文的解释 ,法官的解释的对象虽则是法律条文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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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解释内容的包含很多因素 , “法官个人的偏见 ,甚至是否有胃病 ,以及社会的舆论都是极

重要的” 。① 那么 ,人治与法治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不少人认为 ,人治是法治的对立面 ,说

人治就是“不依法律的统治” , “是指有权力的人任凭一己的好恶来规定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

的意思” 。费孝通指出“人治”是不可能发生的 ,他说:“如果共同生活的人们 ,相互的行为 、权

利和义务 ,没有一定规范可守 ,依着统治者好恶来决定 ,而好恶也无法预测的话 ,社会必然会

混乱 ,人们会不知道怎样行动 ,那是不可能的 ,因之也说不上`治' 了。”②那么人治与法治的

比较到底该得出什么结论? 这便成为我们当下所谓“法律文化比较”(我认为这个概念并不

易于界定 ,但因它已广泛流行 ,故权且用之)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费孝通说:

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 ,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 ,而是在维持秩序的所用的力

量 ,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③

这就是说 ,法律文化比较应建立在一个得到妥当界定的概念之上 ,人与法的比较是不妥当

的 ,妥当的是比较不同社会中“维持秩序的所用的力量 ,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

由此 ,费孝通进入了乡土社会的“法律”与现代社会的法律之间差异的比较。

在费孝通看来 ,我们说乡土社会还不同于现代社会 ,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 、

“无需规律”的。他批评道家与近代美国大多数人信奉着古典经济学自由竞争理想 ,对于古

今都存在的主张“自由” 、“无政府” ,反对“计划”和“统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 ,而认为 ,即使是

“无政府” ,也决不是等于“混乱” ,“无政府”也是一种“秩序” , “一种不需规律的秩序 ,一种自

动的秩序” , “是`无治而治' 的社会” 。④ 费孝通并不赞同道家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论调 ,不

仅如此 ,他还不认为这种“无政府”思想能够解释乡土社会 。他说:

……乡土社会并不是这种社会 ,我们可以说这是个“无法”的社会 ,假如我们把

法律限于以国家权力所维持的规则 ,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 ,因为乡土

社会是“礼治”的社会。⑤

换言之 ,不可以拿人与法比 ,但可以拿礼与法比 ,因为礼与法是两种不同的秩序与社会形态 。

礼与法的差异不在于何者更残酷 ,不是说相比于法 ,礼更文质彬彬 ,更像“文明” 、“慈善”这些

词语形容的东西 ,它一样地“可以杀人” , “可以很`野蛮' ” 。⑥ 礼这个概念也不独属于中国 ,

在解释礼缘何可以说与“文明” 、“慈善”这些概念无关时 ,费孝通引用了印度与缅甸的例子 ,

说“譬如在印度有些地方 ,丈夫死了 ,妻子得在葬礼里被别人用火烧死 ,这是礼。又好像在缅

甸有些地方 ,一个人成年时 , 一定要去杀几个人头回来 ,才能完成为成年礼而举行的仪

式 。” ⑦接着顺便谈到中国旧小说里常有的杀人祭旗的军礼 。可见 ,他的礼的概念不同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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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 ,而更接近于人类学的仪式概念。他将礼定义为“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 , ①说:“合于

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 ,对是合式的意思 。”费孝通认为 ,礼为中心的秩序本与法为

中心的秩序 ,在本质是相通的 ,它们都是行为规范;但礼与法也有不同 ,其不同之处在于维持

规范的力量不同:“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 。`国家' 是指政治的权力 ,在现代国家没

有形成前 ,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种规范

的是传统。”②

靠国家政治力量维持的秩序 ,与靠传统文化力量维持的秩序 ,是费孝通致力于比较的两

种“法律文化” 。

对于两种秩序 ,费孝通持一种有历史时间性的理解。他在论及两种秩序的实质差异时 ,

提到“现代国家” 、“现代国家形成前”这些时间性的概念 ,使我们从字里行间可以窥见 ,他的

比较 ,既是空间性的 ,又是时间性的。③

费孝通对“法律感知”的比较 ,目的是从中国事实提炼出有助于理解所有乡土社会的实

质特征的概念。为此 ,在为自己的比较作了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界定之后 ,他便进入了不同于

现代社会的礼治社会的秩序生成原理分析。他认为 ,维持礼为中心的秩序 ,首要力量是传

统 ,“传统是社会所累积的经验” ,“行为规范的目的是在配合人们的行为以完成社会的任务 ,

社会的任务是在满足社会中各分子的生活需要。人们要满足需要必须相互合作 ,并且采取

有效技术 ,向环境获取资源 。这套方法并不是由每个人自行设计 ,或临时聚集了若干人加以

规划的 。人们有学习的能力 ,上一代所试验出来有效的结果 ,可以教给下一代。这样一代一

代地累积出一套帮助人们生活的方法 。从每个人说 ,在他出生之前 ,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

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他只要`学而时习之' 就可以享受满足需要的愉快

了 。”④也便是说 ,他所说的“传统” ,就是人类学家一般所说的“文化” ,是普遍存在于任何社

会的托祖宗之福得到的“成法”。

比较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 ,费孝通认为 , “在乡土社会中 ,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

甚 。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⑤他说:

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 ,生于斯 、长于斯 、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

小 ,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 。在这种不分秦汉 ,代代如是的环境

里 ,个人不但可以信任自己的经验 ,而且同样可以信任若祖若父的经验 。一个在乡

土社会里种田的老农所遇着的只是四季的转换 ,而不是时代变更。一年一度 ,周而

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 ,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生活的指南。愈是经

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 ,也愈值得保守 。于是“言必尧舜” ,好古是生活的保障

了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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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功能主义人类学影响的费孝通 ,不可能因此采取进化论的观点 ,在传统与现代

之间加上过多的历史目的论猜想 ,但从乡土到现代都市社会的变迁 ,确是他的空间性比较背

后隐藏的时间顺序。



乡土社会的传统有一个特质 ,那就是 ,“不必知之 ,只要照办”。“照办”之后 ,人的生活得

到保障 ,随之会发生一套价值 ,如人们所说的“灵验” , “就是说含有一种不可知的魔力在后

面” , “依照着做就有福 ,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 ,于是人们对于传统也就渐渐有了敬畏之感

了 。” ①

费孝通将传统 、灵验 、敬畏等价值观的表达诠释为一种“仪式”的秩序论 。他说:“如果我

们在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 ,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 ,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

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时 ,这套行为也就成了我们普通所谓`仪式' 了。”②关于礼即仪式 ,他

强调指出:“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 。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 ,示是指一种仪

式 。”③依据对于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比较 ,费孝通进一步将礼定义为一种内化的秩序 ,认

为 ,现代社会是靠国家制订的法律 ,来外在地强加于人身上 ,使其符合规范的秩序 ,而乡土社

会则“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

膺 。”④也就是说 , “人服礼是主动的 ,是可以为人所好的。”⑤

“可以为人所好”的礼 ,自古与社会的等级秩序是紧密相连的 。费孝通在此一笔带过地

触及“富而好礼”这个概念 ,以此来证明他所说的礼这一“可以为人所好”的特点 ,却未进一步

深入分析等级性对于维持礼治秩序的重要意义。接着 ,他谈到孔子对于“服礼的主动性”的

重视。孔子说过:“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他将礼视作人内发地克服

自我 ,服务于“天下归仁”的秩序的方法。这种以他人为先 、以秩序为先的观点 ,是以对等级

秩序的服膺为前提的 ,但持结构秩序论的费孝通 ,更重视“礼”这个字含有的文化价值 ,在一

笔带过“富而好礼”之后 ,费孝通迅即转入对礼与法之间差异的论述:

这显然和法律不同了 ,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 。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 ,不守

法所得到的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 ,逃得脱还可以

自己骄傲 、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 ,做了不道德的事 ,见不得人 ,那是不

好;受人吐弃 ,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 ,不但不好 ,而且不对 、不合 、不成 。

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 。十目所视 ,十手所指的 ,即是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

已 。曾子易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礼是合式的路子 ,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

的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 。其实自动

的说法是不确 ,只是主动的服于成规罢了 。孔子一再的用“克”字 ,用“约”字来形容

礼的养成 ,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 ,由于本能或无意所构成的秩序了 。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 。乡土社会满足了这

前提 ,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 ,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

证的。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 ,如果环境一改变 ,谁也不能再依着

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 ,就得大家接

受个同意的办法 ,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 ,就得有个力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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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 ,也就是所谓“法治” 。①

至此 ,费孝通的“礼治秩序”之要点可陈述如下:

1.礼不同于“从外限制人”的法律 ,也不同于以舆论话语限制人的道德 ,而是一种由主动

服膺于传统的行为构成的秩序;

2.礼从内作用 ,但同时是外在于个体的社会秩序 ,也作为社会秩序从外作用于人 ,目的

在于“克己” ;

3.礼治秩序在规模较小的乡土社会里可以满足人们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的需要 ,但现

代社会要求规模更大的团体合作 ,此时 ,礼治秩序便要过渡到“法治” 。

《无讼》一篇 ,再度解释了“礼治秩序” 。

我私下曾有一种想法 ,即 ,在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 ,一个重要的题目是现代西式律师的

社会学分析 。以往学者比较传统与现代法律制度 ,多将前者当成是后者的“异类” ,而事实

上 ,说后者是前者的“异类” ,那也是准确的 。人类的文明史已有数千年之久 ,但像现代社会

广泛存在 、随着不同社会的“法治化”而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的 ,除了成文的法律之外 ,就是

律师这类人物了 。可是 ,社会科学家在进行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时 ,往往过多地重视作为文

本和制度的法律 ,对于律师这个行当 ,未充分加以关注。令我感到惊讶的是 ,早在 20世纪

40年代 ,费孝通对于律师这群人已给予论述。他的《无讼》一文开篇即写讼师 ,它可谓是现

代律师的“前身” ,但又不同于后者———他们在社会中是实际存在的 ,却没有在文化体制内部

获得正当的地位。如费孝通所言 ,过去人们一说起讼师 ,便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

行 ,在乡土社会中 ,“作刀笔吏的”是没有地位的。相形之下 ,在现代都市社会中 , “律师之上

还要加个大字 ,报纸的封面可能全幅是律师的题名录。而且好好的公司和个人 ,都会去请律

师作常年顾问” ,使用传统眼光看事情的人认定 , “都市真是个是非场 ,规矩人是住不得的

了” 。②在从传统到现代 、从乡土到都市的变迁进程中 ,一个明显的变化是“讼师改称律师” 。

费孝通认为 ,“加大字在上;打官司改称起诉;包揽是非改称法律顾问———这套名词的改变正

代表了社会性质的改变 ,也就是礼治社会变为法治社会。”③律师代表的法治社会形态 ,与礼

仪代表的礼治社会形态之间有一个差异 ,那就是 ,法治的知识是由小部分人把持的 ,礼治的

知识必须是在常人中广泛传播与共享 。这不简单地是一个知识的专业化程度的差异 ,它实

质是社会形态特质上的差异 。在都市社会中 ,人“不明白法律 ,要去请教别人 ,并不是件可耻

之事” , “法律成了专门知识 ,不知道法律的人却又不能在法律之外生活” ,于是人们不得已依

赖法律上的顾问 ,律师地位从此获得其重要性;在乡土社会的礼治秩序中做人 ,与在都市社

会里做人完全不同 ,假使不知道“礼” ,就会被认为没规矩 ,做人成了个道德问题。④

在对有律师的社会与无律师的社会或者说 ,在对法律知识得到充分专门化的社会与法

律知识弥散的民间的社会讨论之后 ,费孝通再次进入了对于礼治社会的界定 ,他用球赛的规

则来形容礼治 ,认为 , “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 。⑤至于人们如何服膺于传统规

则 ,费孝通则从三个层次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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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与人的关系;

2.家族内部的关系;

3.调解的关系。

“知礼”是乡土社会中每个人的责任 ,这个责任在家族里被设定为家族的责任 ,且富有人

伦意义 ,“子不教 ,父之过” ,因而 ,打官司成了一种可羞之事 ,表示教化不够。再者 ,乡村里的

所谓“调解” ,其实也是一种教育过程 。

注重教化的礼治 ,与现代都市社会中的法治之间有一个重要不同 ,这就是个人权利观念

与集体的文化观念之间的差异:

现代都市社会中讲个人权利 ,权利是不能侵犯的 。国家保护这些权利 ,所以定

下了许多法律。一个法官并不考虑道德问题 ,伦理观念 ,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罚的

用意已经不复“以儆效尤” ,而是在保护个人的权利和社会的安全 。尤其在民法范

围里 ,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 ,而是在厘定权利。在英美以判例为基础的法律制度

下 ,很多时间诉讼的目的是在获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规则。一个变动中的社会 ,所有

的规则是不能不变动的 。环境改变了 ,相互权利不能不跟着改变 。事实上并没有

两个案子的环境完全相同 ,所以各人的权利应当怎样厘定 ,时常成为问题 ,因之构

成诉讼 ,以获取可以遵守的判例 ,所谓 Test case。在这种情形里自然不发生道德

问题了 。

现代的社会中并不把法律看成一种固定的规则了 ,法律一定得随着时间而改

变其内容。也因之 ,并不能盼望各个在社会里生活的人都能熟悉这与时俱新的法

律 ,所以不知道法律并不成为“败类” 。律师也成了现代社会中不可缺的职业 。①

费孝通是主张现代化的 ,但他对现代化采取一个“改良主义”而非“革命主义”的态度 。

一方面 ,他意识到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避免 ,另一方面 ,他对那些以过激的手段推行变迁的做

法 ,也加以严肃的批评 。通过深入民间 ,费孝通清醒地认识到 ,尽管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已处

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 ,但中国固有的传统依旧存留于民间 。“无讼”的礼治社会的延

续 ,阻碍着现代司法制度的推行;而更重要的是 ,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 , “原本不承认有

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 ,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 ,②现代法治的模式 ,因

而不易得到普通老百姓的理解。在这个情况下 , “新的司法制度却已推行下乡了” 。③ 费孝

通承认 ,在理论上 ,“司法下乡”是好现象 , “因为这样才能破坏原有的乡土社会的传统 ,使中

国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但他同时认为 ,据他观察 ,民国期间 ,“在司法处去打官司的 ,正是

那些乡间所认为`败类' 的人物。依着现行法会判决(且把贪污那一套除外),时常可以和地

方传统不合 。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 ,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

了一个包庇作恶的机构了。”④这表明 , “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 ,它

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 ,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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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律人类学相关的思考

在《乡土中国》“后记”中 ,费孝通不断重申这部作品是社会学性质的 ,其宗旨在于求知中

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书写此书时 ,费孝通流露出对于经典社会学大师如孔德 、斯宾塞的仰慕

之情 ,及对于 20世纪社会学专门化“拖着社会学的牌子 ,其实并不是看得起老家”①的社会

学家和人类学家的鄙夷态度 。在《礼治秩序》与《无讼》这两篇文章里 ,费孝通在呈现一种独

到的社会学见解之外 ,引经据典 ,广泛综合了古代中国的经典 、笔记小说及他自己的所见所

闻 ,提出一种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的“理想型” ,其意图显然在于从中国提炼出一种既主要针

对中国 ,又不无普遍价值的理论 。至少从追求上讲 ,《乡土中国》超出了我们惯于藏身其间的

学科。②

然而 ,我们不能因彼时的费孝通心存一种对总体社会学的向往而否定另外一个事实 ,

即 ,他的论点 ,与 20世纪前期人类学的相关叙述之间 ,其实有着密切关系。

《乡土中国》写于 20世纪 40年代 ,与 20世纪前几十年里英美人类学的若干进展有着密

切的关系。人类学关于结构秩序 、巫术 、宗教 、风俗与法的叙述 ,在 19世纪古典人类学那里

早已存在 ,如梅因 、摩尔根 、斯宾塞等对社会结构、国家和法权观念的历史和民族志研究 。随

着 20世纪的到来 ,19世纪既有的“臆想历史”的研究遭到批判 ,民族志与社会学观点得到宣

扬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欧洲在非洲 、中东 、大洋洲巩固了殖民领地 ,而美国则从失败的西

班牙手中获得了加勒比 、夏威夷 、菲律宾 ,并开始在中国 、西非 、拉丁美洲扩张其势力 。在同

一时期 ,人们体会到 ,欧洲式的国家主义潜在着导致世界大战的可能 ,因此 ,人类学界对于未

成为国家的社会性政治秩序 ,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 20世纪初期的 30年 ,人类学家集中在欧

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展开政治范畴的研究 ,出现了诸如马林诺斯基对于西太平洋土著犯

罪与习俗的研究之类的研究 。③ 为了以新方式优化殖民地统治 ,人类学家对非直接的政治

统治术给予青睐 。被称作“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的治理术 ,是指通过殖民地土著权威人

士与制度进行殖民统治 ,自 20世纪初发明以来 ,曾在印度 、非洲等地实施 ,到 30年代 ,渐渐

得到英国人类学界的重视。④ “间接统治”有大量人类学因素 ,其中 ,人类学对于结构秩序 、

巫术 、宗教 、风俗的论述及对于土著头人及非洲神圣王权的研究 ,均与之有关 。

费孝通接受过社会学、体质人类学 、民族学 、功能主义人类学 、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

训练 ,其中 ,两种功能主义对于文化与社会的论述 ,给他留下的印记尤深 。

有人类学家曾说 ,功能主义这种具有时代性的人类学理论 ,发源于西方学者对于非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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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社会”的向往。① 在 20世纪前期 ,西方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眼中的“好体制” ,既非高

度集权的国家 ,亦非自由主义者笔下的“市场经济” ,而是带有集体性质的文化体系或超越所

有个体的“社会” 。费孝通曾于 30 年代前期从派克(Robert Park , 1864 ～ 1944)及拉德克里

夫-布朗那里学到“社会”的概念 ,也在此后亲赴英伦 ,从马林诺斯基那里学到“文化”的概

念 ,他将这两个人类学的关键词综合于己身 ,提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新殖民主义治理术的中

国社会结构理论 。“礼治秩序”这个概念 ,是这一综合的产物。对费孝通而言 ,至少在中国变

成现代都市社会之前 ,这一秩序因符合人们的需要 ,而可以说是一个“好社会” 。在《礼治秩

序》的开篇 ,他大谈“人治”与“法治”比较的弊端 ,接着 ,讥讽了“法治”背后的国家主义及“无

政府”背后的“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的理想” ,他的结论 ,与社会科学关于秩序的论述一脉

相承。

与费孝通展开乡土中国的论述同时 ,英国人类学在 20世纪 30年代至 40年代之间出现

了将行政化的政治组织放在社会组织基础上看 ,却不采纳“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的理想”

的观点 。这个观点向来被人们与“无政府”这个概念相联系 ,但若说是一种“部落社会的无政

府” ,那么 ,它便是一种以社会为中心的自然主义的政治秩序论 。人类学家对于“政治组织”

的研究始终贯穿着对于“社会性”(而非“国家性”)的秩序构成手段的强调。

“社会性”的观点 ,与 20世纪前期西方人类学广泛流行的“整体论” , “投射”在人类学家

对“法律”的论述上。在近代西方正规政治体系中 ,法律被理解为维持集权政体(包括所有的

现代国家)内部秩序的正规手段 ,它必须由政府来确立并由专业的法律机构代理。相形之

下 ,在人类学家看来 , “法律” ,等于社会控制的所有手段 ,是社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试图保

证人们以可接受的方式行事的途径 。社会控制在这里进而广泛地包括了内化控制(inter-

nalized control)和外化控制(ex ternal control)两种 。如拉德克里夫-布朗定义的 ,内化控制

指的是一种信仰在每个人心中如此根深蒂固 ,以至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好行为认真负责 ,通过

内省式的社会伦理自觉来促成社会秩序的建构;外化控制指的是来自内心之外的“制裁”

(sanction),或一如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的 , “是一个社会或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一种行为

方式的反映 ,即赞成该行为方式(正性制裁[ po sitiv e sanction]),或反对该行为方式(负性制

裁[ negative sanction])” 。②

1935年 ,拉德克里夫-布朗来华 ,到燕京大学讲学 ,在以《原始法律》为题的讨论中 ,述

及他的以上观点 。他说:“法律之起始发展 ,与玄术和宗教是相联系的 ,法律制裁与仪节制裁

是密切相关的 。”③费孝通当时在拉德克里夫-布朗的课上 ,必然受到他的社会控制论影响 。

尤其是在论述“礼治秩序”的“从内”与“从外”的作用法时 ,费孝通的措辞更与拉德克里夫-

布朗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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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费孝通的论述也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于人类学界的对于制度的“正式”与“非

正式”区分有关。

在人类学家看来 ,社会内部的每个群体都会有独特的风俗 ,有了风俗 ,社会便不一定要

依靠正规法律来维持秩序。法律固然是一种高级社会制裁方式 ,但除此之外 ,还有从闲话到

“生产方式”的各种各样的非正式制裁 。非正式制裁本质上是弥散型(di ffused)的 ,主要体现

在群体成员自发表达的赞同或反对态度之中。

费孝通笔下的“礼治秩序” ,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种弥散型的“非正式制裁” 。

在研究社会秩序的生成原理时 ,人类学者还对于巫术 、仪式 、宗教这类事给予空前的重

视 。巫术制裁的方式 ,是人们比较熟悉的 。人类学家认为 ,当人们意识到邻人会用黑色巫术

来报复时 ,他们自然就不太敢去触犯邻人了 ,同样地 ,人们在施行巫术时也是有自我控制的 ,

他们不希望因自己施行巫术而受人指责 ,成为“害群之马” ,因而 ,他们举止谨慎。宗教制裁

(religious sanction)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从内”的尊重传统的“礼治秩序” ,但所指远比“礼

治秩序”广泛 ,它可包括教徒因相信有地狱的存在 ,为避免死后入地狱而信守教规 ,自然神崇

拜者因相信超自然神灵的存在而“克己” ,尽量避免触犯神灵 ,祖先崇拜者对于亡灵的力量有

同样的恐惧 ,因之 ,也能在祖宗面前保持“克己” 。上帝 、超自然神 、祖先 、幽灵等等的惩罚 ,可

谓是一种“非正式的法律” ,它使人为了自身及他人的福利而服膺于规则 。

对于人类学关于这类事的论述 ,国内社会学界是有全面认识的 。费孝通的同代人瞿同

祖(1910 ～ 2008), 1947年完成《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 ,在书中辟有专章 ,论述这类事在

古代中国法律实践中的表现 。① 而费孝通本人对于礼的仪式性质的论述 ,也可谓是对于这

类实践的某种诠释。

信守功能主义原则的马林诺斯基在论及法律时曾承认社会学观点的价值 ,他说:“法律

规定被视为是一个人的义务和对别人的合法要求 ,它们不受心理动机的制裁 ,而是受以……

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明确的社会约束力机构的制裁。”②马林诺斯基的这个观点 ,一样地成为

费孝通的“礼治秩序”观点的“影子”。

“礼治秩序”观点之所以与 20世纪前期人类学对于秩序的种种研究对得上号 ,与当时中

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性”特征是息息相关的。在费孝通成长起来的那个阶段里 ,部分西

洋学问成了中国学问 。在费孝通 1936年赴英留学之前 ,他已从吴文藻 、史禄国等及来华讲

学的派克 、拉德克里夫-布朗等身上学到了“原版的西学” 。1936年至 1938年 ,在英伦留学

期间 ,他又进而得到马林诺斯基的亲自指导 ,这些都使他有可能比较直接和全面地了解西学

及它的走势 。在费孝通的“云南时代” ,西南那个“偏远”之处 ,虽不能免于敌机的轰炸 ,却还

是提供了知识分子“偏安”之所 ,费孝通在“偏安”的云南乡村中展开大量调查 。在战乱中 ,在

后方西南 ,中国学术与盟国学术有了空前密切的交往 ,这些交往 ,有助于费孝通保持他的学

术水平 ,跟进“国际前沿” ,与置身社会科学“原产地”欧洲的学者同步思考。从他的论述中透

视出的当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性” ,有着一个更加重要的特征 ,即 ,诸如费孝通这

样的学者 ,不仅充分了解西学的历史 、现状与走势 ,而且还嵌入于其中 , “内在于世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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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求创新。

这并不是说“礼治秩序”观点毫无“中国特色” ;事实上 ,这一观点在有着西学基础之同

时 ,又可谓是一幅别样的中国社会风景画 。

在费孝通的文本中 ,西学的“制裁” 、“正-负” 、“正式-非正式”之类的概念没有什么位

子 ,而“礼” 、“习惯” 、“传统” 、“乡土”这些概念频繁出现。当西方人类学家致力于强调“制裁”

及区分正式与非正式“法律”之时 ,费孝通却用更为“中性”的词语如“约束”来替代“制裁”(虽

则西方人类学家也极力赋予“制裁”正面与负面的性质 ,并极其追求定义的中性化 ,但这个概

念在费孝通那里还是没有被接受),同时 ,用“现代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来替代“正式”与

“非正式” 。“制裁”是针对社会整体对于个人的压力而言的 ,这个字眼虽被镀上社会学的金 ,

但在本质上是费孝通所批评的“个人平等主义” ,它将个体与整体两分。而费孝通所追求的

与此不同 ,那是一种更为整体的“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而当我们看到费孝通悄悄地用“现

代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的区分替代了“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时 ,也应当看到 ,这个替

代模式 ,模糊了西学设定的那些文化界线 ,淡化了“非正式”这个概念潜在的文化偏见———说

部落与乡民社会的“制裁”是“非正式的” ,就如同是在说英国工人阶级底层的“生活方式”是

“非正规的” 。

无疑 ,费孝通的论述与 20世纪 30年代他的老师吴文藻的乡村社会学设想有关 。崇尚

“社会学中国化”的吴文藻 ,曾于 1933年出版的《派克社会学论文集》的“导言”中 ,阐述了在

中国开拓乡村社会学视野的主张 。他深知 ,派克的专长是都市与种族关系研究 ,有关中国社

会学的研究视野 ,派克的理解是远比乡村研究要广泛得多的———如吴文藻自己介绍的 ,他建

议的研究方向 ,包括“都市生活、殖民社会 、边疆民族以及海外华侨等问题” 。① 但吴文藻强

调的是 ,在中国展开社会学研究 ,重点应在乡村。吴文藻的社会学主张 ,不仅侧重于乡村研

究这方面 ,而且还认为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都市研究 ,为中国社会学研究者研究自己的社会

提供了一面中国学者反观自己社会的好镜子 ,他罗列了美国都市社会与中国乡村社会之间

差异的若干要点 ,说相比于交通 、人口流动 、工商业发达 、社会分工明晰 、国家体制发达 、利益

群体发育完整 、理性主义的法治与政治高度制度化 、科学的自然主义观点占据主流 、进取的

社会观广泛普及的“美国现代都市社会” ,中国乡村社会交通不便、安土重迁 、以农为主 、分工

简陋 、血亲关系密切 、重感情而不重利益 、法术与神圣的眼光依旧普遍 、社会观保守 。②这个

对于城乡加以比较的社会学 ,在费孝通的著作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费孝通在论述到中西

法律文化的差异时 ,用“现代都市社会”来替代以法治为特征的“正式的”现代法治 ,用“乡土

社会”来替代“非正式”的传统“秩序” 。他之所以有这一做法 ,原因显然是他曾师从吴文藻。

人们兴许会欢呼“礼治秩序”观点所含有的“社会学中国化”因素之存在 ,而我则对之有

着双重态度 。一方面 ,“礼治秩序”这个来自古代中国的观点曾通过间接途径(法国学者葛兰

言[ Marcel Granet]的论述)影响到拉德克里夫-布朗 ,其“中国性”是确实存在的 ,与此同

时 ,这个观点又通过拉德克里夫-布朗等影响到费孝通 ,作为“舶来的中国性” ,对于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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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起到“国际化”作用 ,这个两相影响的过程表明“社会学中国化”这个说法是有其所指的;

但是 ,另一方面 ,我不能不对这一“中国化”因素保持着特殊的警惕 。在我看来 , “现代都市社

会”与“乡土社会”这个对子 ,即使是“中国化”的产物 ,也绝非是解决“正式”与“非正式”这个

对子带有的“现代”与“传统”二元史观问题的好办法。尖刻一点说 ,西式的“正式”与“非正

式”之分 ,可被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背景下殖民政府的“法治”与被殖民地部落“风俗”之间地位

差异在学术概念上的反映 ———深想一下 ,在殖民征服未进入殖民地之前 ,非洲部落的那些

“风俗”哪些是“非正式的” ? 假如如此质疑可以接受 ,那么 ,我们似乎又可以“如法炮制” ,将

之施加于“现代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对子上 ———19世纪中叶之前 , “现代都市

社会”这个体制与概念尚未进入中国 ,“现代都市社会”与“乡土社会”这个对子显然是不存在

于当时的“历史现场”的。也就是说 ,这个对子不过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一

个反映 。

那么 ,古代“历史现场”中的中国 ,是否是一个与“现代都市社会”形成如此鲜明反差的

“乡土社会” ?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完整的“中国社会结构” ,那么 ,那个“社会结构”是

不是可以与“现代都市社会”作对比的形态 ?

19世纪以来的文化断裂 ,显然是“乡土社会”概念出现的背景。

对于 19世纪中叶之前传统中国的秩序及其在此后产生的断裂 ,吴文藻是有强烈反应

的 。五四运动之后 ,文化断裂的进一步加深 ,也给吴文藻带来不少担忧 ,也因为此 ,他认定 ,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有紧迫地记录“转型社会”的使命。他说:

从五四运动起 ,思想的革命已引起了一般的“社会不安” ,而自国民革命以来 ,

社会紊乱的现象 ,几乎遍及全国 ,同时社会变迁的速率日益激增 ,形成了中国空前

未有的局势 。在这一个变动猛烈的 ,新旧交替的时节 ,若不及时去观察 、记录 、研

究 ,则这一去不复返的眼前实况 ,这代表过渡时期的现代史料 ,就会永远遗失在人

类知识的宝库中 。①

在吴文藻看来 ,通过深入细致的社区调查 ,理解遗留于乡间的旧礼教(包括被费孝通称

为“礼治秩序”的东西),对于减少文化断裂的破坏性影响极为重要:

现在大学生所受的教育 ,其内容是促进中国欧美化和现代化的 ,其结果是使我

们与本国的传统精神愈离愈远。事实上我们对于固有的文化 ,已缺乏正当认识 ,我

们的意识中 ,已铸下了历史的中断。但是还有前辈长老 ,留存于民间 ,他们是生长

于固有文化中的 ,他们的人格 ,是旧礼教的典型。从他们的实际生活中 ,可以了解

民风礼俗的功能 ,社会结构的基础。从他们的态度 、意见 、言语 、行动 ,以及一切活

的表示 ,可以明白因袭的心理和传统的精神。不幸这一辈的人 ,有的已届天年 ,不

久将与世长辞;有的也已失却了顺应新环境的能力 ,正在社会淘汰之列 。我们如不

急起直追 ,向此辈人采风问俗 ,则势必永无利用此种机会的一日 ,所以为保留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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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口述的传统 ,实地的社区研究 ,自有它的重大的使命 。①

吴文藻的以上观点 ,对于费孝通不可能没有影响 ,而作为“最后的士大夫” , ②费孝通也

并非不了解传统中国的面貌 。在《礼治秩序》与《无讼》两篇文章中 ,为了论述这种独特的“法

律文化秩序” ,他不断借助文献回归于古史 ,在孔子那里寻找礼仪理论的原型 ,在老子那里辨

识“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原初状态 。另外 , 《乡土中国》一书对于“礼治秩序”的论述 ,也热切呼

应了吴文藻在社区研究的论述里提出的号召。不过 ,对于费孝通而言 ,回到这些古史人物与

思想的“历史现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将“历史现场”上的意象 ,融进 20世纪中国这个意

象中 ,使之对于社会学的中国论述起到辅助作用 。为此 ,他深入传统中国社会形态的“保留

地” ———“乡土社会” ,欲求使之有别于“现代都市社会” ,并因此获得一个历史的目的性 。为

此 ,他必须使“礼治”成为“法治”的前身 ,使“法治”成为“礼治”的未来(尽管有功能主义人类

学涵养的费孝通充分意识到 ,从这个前身到“法治”这个“后世”的进化不见得会顺利实现)。

为了纠正错误的比较导致的误解 ,费孝通指出:“法治和礼治是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

中 。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人治 ,但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

解 ,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

差很远 ,因为礼是传统 ,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 。” ③然而 ,他所做的不过是纠正一

种错误的比较中的“概念失误” ,而不是比较的失误本身———他依旧还是在进行一种比较。

“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 ,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④这是费孝通对

于“礼”的基本看法。让人饶有兴味的是 ,在费孝通拿这个“礼”的意象来与“现代都市社会”

的“法”作比较时 ,早已有人致力于恢复“礼”这个概念的“正式制度”的身份。比如 ,努力表明

中国固有自己的法律体系的陈顾远(1896 ～ 1981),早已于 1934年著《中国国际法溯源》一

书 ,论证古代中国存在国际法的观点 ,且提出 , “礼”或“礼治秩序” ,即为古代中国国际法 。陈

顾远说:

国际规律之在古代 ,以“礼”为其称谓 。盖古代“法”之观念 ,唯指刑言 ,与律互

训 ,如师出以律 ,大刑用兵 ,即其一例 ,刑律之外 ,不再有法也。有之 ,一皆归之于

礼 ,所谓出乎礼而入于刑是焉。支配国际法关系之规律 ,同亦属之于礼 ,莫能以外 。

以言平时之邦交 ,则有朝礼 、聘礼;以言临时之政略 ,则有会礼 、盟礼;以言战时之法

规 ,则有军礼 、戎礼。是故守礼云者 ,即是今日遵守国际规律之谓也;非礼云者 ,即

是今日违反国际规律之谓也 。⑤

“礼”在陈顾远那里被视作国际法的原型 ,而在费孝通那里则被视作“乡土社会”结构秩

序的特征。这一事实表明 , “礼”这个字代表的东西 ,种类多样 ,意义不同 ,在不同的时代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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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空间 ,形容的东西大相径庭 。我们如何理解近代中国学人对于同一事实的“敌对看法” ?

事实上 ,陈顾远与费孝通之间的解释虽则不同 ,却是紧密相关的———二者都是在探究传统中

国是否有“法治”这个问题 ,他们之间的不同在于 ,陈顾远认为中国古代固有自己的法律传

统 ,甚至可以说 ,这一法律传统与中国文明史一样久远 ,而费孝通则认为 ,“法治”的概念和制

度都是外来的 , “乡土社会”不存在这种东西。在陈顾远论述的上古与费孝通论述的近代之

间 ,时间的距离数千年 ,二人当然不是在谈同一件事情 ,但前者认为的中国持续地有自己固

有的法律传统的观点 ,与后者认为的中国乡间长期保持着某种不同于“现代都市社会”的传

统“礼教主义”的观点 ,却为我们思索几千年之间“礼”的演化提供了理由 。

陈顾远笔下的“国际法”与费孝通的“乡土法”之间关系的历史 ,经历了难以概括的细节

性的变化 ,但其大致“时间形态” ,似可叙述如下:

1.礼不可能一开始就是“国际法” ,它一开始可能还是要源于古代城市尚未兴起阶段中

乡间的“俗”的 ,而这个“俗”字代表的“制度” ,恐怕还是如晚费孝通一辈的人类学家格拉克曼

(Max Gluckman)所说的那样 ,“风俗首先区分人 ,然后又将人们联合起来”①。就是说 , “俗”

对于乡村中的人起着区分性别、年龄 、居所 、出身等等差异的作用 ,同时 ,又通过仪式的方法 ,

把他们团结起来 ,使他们成为一个社会。

2.中国境内的文明兴起于不同地区 ,先由不同地区的王实现当地社会的统一。为了统

一 ,这些王建立的王朝吸收了“俗”的成分 ,将它升华为宫廷之“礼” 、贵族之“礼” ,并使之与

“俗”相区分 ,使之服务于贵族的统治 。

3.后来 ,文明又进一步发展 ,为了把分散的王国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天下 , “礼”进一步

得到发展 ,在陈顾远所说的西周至战国的阶段成为“国际法”。

4.“礼”在秦时暂时受贬 ,但很快又复活。如瞿同祖指出的 ,到西汉“以礼入法”或“法律

儒家化”之后 ,礼渐渐成为定制 , ②既以家族法的形态存在 ,也与朝贡制度相结合 ,扮演着“天

下国际法”的角色 ,而同时还贯穿于帝 、王 、将 、相 、士 、农 、工 、商注重人物-阶级形态当中 ,对

于他们的区分与联合起作用 , “乡土社会”不是例外 。

5.这种状况在“夷夏关系”复杂或天下分治时代里 ,会有一些变化 ,但其“理想型”延续地

存在 ,直到帝制崩溃之后 ,才变成只“遗留”于“乡土社会”习俗当中的“文化” 。

若是可以对陈顾远叙述的历史与费孝通叙述的社会之间存在的那漫漫光阴作以上想

象 ,那么我们对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围绕“礼”与“法”展开的比较 ,便会有不同的认识。

中国的文明有一种特殊的绵延性 ———它的“礼仪”有上古乡间的“俗”的“遗传基因” ,但

我们不能因这一绵延性的存在而抹杀本土文明“正式化”的历史 。(固然 ,我们也不应反过

来 ,因关注文明复杂的“正式化”进程 ,而夸大“正式制度”对于“非正式制度”的改造能力 。)如

果说对于西方人类学家研究的部落社会而言 ,所谓“非正式”的“法” ,是其社会整体的特征 ,

“正式”的 ,则都跟随着殖民征服而来 ,那么 ,也可以说 ,在“俗”与“礼”长期并存 、密切互动 、相

互糅合的传统中国 , “非正式”与“正式”两类力量本来就早已在“西方冲击”之前并存了数千

年 。表明这一点的 ,不止有法学家陈顾远 ,还有社会学家瞿同祖。与此相关 ,如果我们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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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通那样 ,用“乡土社会”替代“非正式” ,用“现代都市社会”替代“正式” ,那么 ,同样的问题也

依旧是存在的:在古代中国 ,都市早已形成 ,并不是在等待“西方冲击”来了之后 ,突然出现的 。

是什么力量促使费孝通对历史如此复杂的“礼治秩序”进行概要化的“乡村意象化” ?

要解释这个问题 ,必须考察费孝通依赖的社区研究法既有的比较视野在《乡土中国》成

书时期出现的转变。

社区研究法的倡导人吴文藻对于这一方法抱有高度期待 ,他认为:“通常部落社会是民

族学研究的对象 ,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都市社区是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 。

其实三者名称虽异 ,而其所研究的对象则同是`社区' 。”①吴文藻还主张 ,用“社区”这个方法

论概念来统一民族学 、社会学 、人类学 ,他说:“有人主张此种研究可通称为`社区社会学' 。

本来民族学与社会学现已越走越近 ,在美国文化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几乎是二而一的东

西 。”②

在“中国化社会学”中 ,曾经存在过一种“三圈说”(我的形容)。它主张 ,理想上 ,中国社

会学的研究应建立在部落社会、乡村社会 、现代都市社会三者的比较研究基础之上 ,最普遍

的比较研究 ,不仅应涉及作为“本土社会”的中国乡村及作为“现代文化集装器”的都市 ,而且

还应涉及为西方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专门研究的部落社会。在吴文藻提出他的社区研究法

主张时 ,中国社会学中部落社会的意象 ,大抵局限于欧美人类学家的研究对象 ———殖民地 ,

而尚未涵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 ,到 20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年代末这十年间 ,随着社会学

对边疆研究的介入 ,部落社会的意象才在中国境内确立自己的地位 。在吴文藻引领下的“社

会学中国学派” ,对于部落社会、乡村社会 、都市社会加以比较 ,宗旨在于更好地理解三方中

的一方 ———乡村社会 。乡村社会的研究 ,事实上也大大得益于部落社会研究带来的启发 。

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观点背后的人类学学术基础 ,就是一个表现。

我将“礼治秩序”观点与法律人类学联系起来 ,是因为在许多人看来 ,法律人类学就是对

于“原始人的法”的研究 ,而费孝通无疑从功能主义人类学那里学到了不少“原始人的法” 。

然而 ,随着“社会学中国学派”的成长 ,部落社会 、乡村社会 、都市社会这“三圈”之间 ,出

现了与吴文藻的初衷不同的转变 。本来 ,三者的比较是一对二的 ,是乡村社会与部落社会 、

乡村社会与都市社会两者的同时比较 ,但随着社区实地研究工作的深入 ,比较变成了一对一

的 ,成为乡村社会与现代都市社会的比较 ,此后 ,部落社会这个意象渐渐退出了“社会学中国

学派”的学术舞台 。不是说部落社会研究的成果不再被参考 ,而是说 ,这些成果说明的一切 ,

已被合并到乡村社会的研究中 ,成为与现代对比的传统。我认为 , 《乡土中国》一书便是这一

合并的产物 。

集中于城乡比较 ,自有其自身的理由 ,但随着部落社会这个“第三元”的“死亡” ,一种文

化的自我误解也就诞生了。“现代都市社会” ,成为唯一与乡土中国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学

者虽绝无愿望加入研究非洲 、大洋洲部落社会的行列 ,但从这些社会引申出来的作为西方的

他者的社会逻辑 ,成为了他们形容自己的乡土之根的词汇。“礼治秩序”与“原始人的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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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看待 ,所不同的 ,就是既作为理想又作为压力的“现代都市社会” 。忽略“礼治社会”与

“原始人的法”之间的差异 ,只看“礼治社会”与“现代都市社会”之间的差异 ,使不少学者淡忘

了被比较的这二者之间的共通点 ———它们都不同于部落社会 。

我们不应将比较研究中出现的这一“对比化”单独地归咎于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 ,因

为在同一阶段中 ,至少是在西方的人类学中 ,也出现了这一趋势 。① 时至今日 ,对于文明的

自我与野蛮的他者的二分 ,依旧是各种派别的人类学家借以“说事儿”的凭据 。与部落社会

不同 ,而与近代西方文明有长期交往且有更多共同点的“其他文明” ,要么被错误地归入部落

社会的行列 ,要么被“主流人类学”遗忘。

然而 ,当我说 20世纪 30年代至 40年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具有高度的国际性之

时 ,我也是在表明 ,这些前辈对于 20世纪前期“国际”社会科学造成的“对比化”后果及漠视

非西方文明史的后果 ,都承担着同等沉重的责任。

我不拟深挖这个责任的根源 ,却有意指出 ,对于非西方文明史的漠视 ,导致了印度 、非

洲 、中国 、东南亚等等地区人类学研究的“部落化” ;在中国 ,这一学术意象“部落化” ,进一步

使我们习惯性地重复一些被以为有意义却实属误解的专题研究 ,如礼与法对比 、法与习惯法

对比 、国家法与民间法对比 、法庭与调解对比等 。

回到法律人类学 ,我还是认为 ,这难以避免地是一门比较的学问。人类学家从事法律的

研究 ,要通过深入的考察与描述 ,为我们勾勒出不同形式的“法律感知”提供基础 。格尔兹勾

勒出的伊斯兰式的haqq(真理)、印度式的 dharma(义务)、马来式的 adar(习惯),②是不同文

化对于“法律”的“感知” ;他勾勒这些的目的 ,不在于看它们总加起来与“现代都市社会”中的

“法律感知”形成什么样的差异或“距离”(往往被现代化论者形容成时间性的距离)。对于

“现代都市社会”或格尔兹笔下的“我们”的“法律感知”的特征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赋予了

再生动不过的描绘了 。“法律感知”的专门化 ,在人们凭靠的律师身上得以集中表现 ,这一门

类知识里含有的各种“讼”的知识给予人们“无伤大雅”的印象 ,及内部包含的关于“权利” 、

“利益”等“个人平等主义”的观念 ,确与“其他文化”有不同 。然而 ,这个“不同的文化” ,不是

作为“其他文化”的前景存在的———尽管自近代以来 ,它在世界上取得了某种强势。比较是

为了把自己的文化纳入一个世界图景中思考 ,而这个世界图景中的“他者”是多元的 。对于

格尔兹来说 ,将其所处的以“权利”为核心的“法律感知”纳入到伊斯兰式真理 、印度式义务 、

马来式习惯中比较 ,并由此获得针对自身的相对化 ,乃是必要的。对于我们而言 ,重要的是 ,

把“礼”这个字代表的有关“法”的感知(及其复杂的历史)纳入到包括西方 、伊斯兰 、印度 、马

来 、非洲 、大洋洲等等在内的种种感知共同构成的世界之中 ,理解不同文化对于相同事实的

不同感知。

在法律文化比较研究中 ,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运用不是全然不可取 ,但这一运

用所潜在的问题提醒我们 ,如果可以认为法律人类学是一门比较的学问 ,那么 ,它企求的恰

好不是比较本身 ,而是通过比较来约束比较 ,通过比较来理解“法律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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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存在 ,通过比较来揭示比较与跨文化误解之间通常存在的密切关系 。若要实现这个

意义上的比较 ,人类学家除了将解释人类学的新整体观(即重视个别事实背后的文化体系整

体的研究)再度带入“田野”之外 ,还有许多其他事可做;对于“以礼入法”这一制度意象的中

国文化特殊性加以更深入的揭示 ,对于“礼法”与所谓“法律文化”(包括作为文化的现代都市

社会的“法治”)的同义性 ,及“礼法”可能带有的普遍性(即它不仅为“中国特色” ,亦为所有

“法律文化”的特色)加以追问 ,就是人类学家可做的“其他事”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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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ous Disorders and Orders among Folk Beliefs

Wang X iaoli

Abstract:Folk beliefs refer to a belief sy stem of deities w o rship , existing in a non-off icial

social level , w ith some histo ric t radit ion , and wi th some lo cal cha racteristics.Folk beliefs

manifested mainly as some sacrificial ri tes held for the reverence o f some themes ,but no t

necessarily ido l deit ies.Having fo rmed later than tho se primit ive religions , folk beliefs did

not ex ist in primit ive socie ties.A folk belief i s nei ther a religion no r a folk religion ,but be-

long s to a belief sy stem outside of any relig ion.These people w i th folk beliefs can be con-

sidered as a thi rd g roup ,which is lo cated between those w ith religion and those w ithout re-

ligion , and whose members believe in dei ties but not relig ions.In the modern society , this

g roup is enlarging cont inuously .

Key words:Folk belief;nume rous disorders and orders;a third g 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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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finity Argument among Anthropology of Ecology ,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He Qun
Abstract:The anthropology o f ecolo gy studies the relat ionship be tw een human being s and

the na tural envi ronment.It has become a public study area for being able to connect many

areas o f studies into a complex discipline.An inherent af finity is found among anthropology

o f ecology ,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histo ry ,which mainly manifested as:all of them

sha re a keen interest to the discussion o f the relationship be tw een human being s and envi-

ronment;but they all maintain their ow n perspective and aim of study , complementing each

o ther in cogni tion.To some extent , the af finity argument among these three disciplines

w ould expand and enrich perspective and me thodo logy of the eco logical anthropolog y.

Key words:Ecological anthropolo gy;geog raphy ;envi ronmental histo ry ;aff ini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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