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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

人类学是什么? 它的历史决定了它的认识特

征 。人类学的历史 ,正式肇始于 19世纪中叶 ,其时 ,

社会科学以欧洲为中心出现了一个学科初创的时

代 ,人类学在欧洲主要大学的社会科学布局中占据

了显要地位 。 19世纪中后期 ,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

学的分工明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国家的内部事务 ,

人类学充任研究欧洲海外殖民地状况的使命。作为

19世纪社会科学之一门 ,无论是其学科建制 ,还是

其知识积累 ,人类学这棵知识之树 ,都已结出了丰硕

的果实 。 19世纪的人类学家 ,多为诚恳的学者 。后

世批判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 ,说他们的学科是 “殖

民主义的侍女” ,其实 ,这些人类学家从主观上还是

有尊重 “异类 ”的心境的
①

。 19世纪的人类学家是

渊博的学者 ,他们漫游于大量的文献之中 ,为了求

知 ,他们中还有不少耗费了大量精力周游列国 ,他们

著述丰厚 ,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学术遗产 。然

而 ,那时人类学刚从其无所不包的幻想中脱离出来 ,

无论是在研究方式上 ,还是在解释风范上 ,都存在着

想象超过实证的缺陷 。后世学者用 “臆想 ”一词形

容他们的人类学 ,不免有过分之嫌。但 19世纪的人

类学确在为这门社会科学作了重要铺垫的同时 ,犯

有 “历史臆断 ”的错误 。

将 20世纪初期人类学的创新视作是这门学科

的 “核心 ” ,是针对我们今天的知识状况而言的 。尽

管这门学科在 19世纪已有了丰厚的积累 ,但我们今

日定义的人类学 ,却是基于 20世纪初形成的学术传

统而论的 。

之所以将这些新学术传统形容成人类学社会科

学化的成果 ,是因为考虑到此前形成的学术传统尚

未奠定于当下人类学家认可的研究机理上 ,而这些

研究机理的形成 ,恰是以在 20世纪初期各 “人类学

发达国家 ” ———特别是英国 、法国 、美国———之学术

思想从 19世纪的观念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前提的。

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 、英法社会学化的人类学 、美

国文化人类学 ,分别针对 19世纪进化论的历史观 、

传播论的文化关系史观 、政治经济学派的 “意识形

态观 ”阐述自身观点 ,从不同的角度将人类学定义

为一门有自身独到的方法论 、解释体系及价值的认

识体系 ,为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人类学作了认识与

解释方式方面的铺垫。

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有

什么一般特征 ?我以为 ,受文明观念影响的英法人

类学家 ,与受文化观念影响的德美人类学家 ,各自缔

造出不同的学科定位与基本研究方式 ,但二者之间

还是有重要的共同点的 。共同点是什么 ?对于科学

的冷静 、理智与被研究的人自身的非冷静、非理智之

间差异的深刻认识 ,使不少人类学大师觉悟到发现

一种实实在在的 “人 ”的概念 ,是人类学家应承担的

使命 。早在 20世纪 20年代 ,莫斯即在 “一种人的精

神范畴”一文中探索了这个概念。采取一种精彩的

比较社会学观点 ,莫斯分析了原始民族 、古代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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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 “人 ”的概念 ,并借此指出 ,在西方心理

学 “革命 ”出现以前 ,存在的诸社会 ,没有一个不将

“人”与 “物” 、“人 ”与 “他人”相联系。 “人”的定义 ,

从人与物 、人之间的道德 ,向人的神圣性衍化 ,其终

点似为心理学的 “自我 ”的概念的显露 ,但却向来以

“非我”的方式进行着
[ 1]

。致力于从个体与个体之

外的物 、人 、神之间相互依赖的方式 ,来呈现人 “活

生生的社会存在 ”之意义 ,不仅在作为法国年鉴派

看护者莫斯那里成为志业 ,而且也在英美人类学中

成为主流。不同国度中的人类学家 ,共同参与了一

项伟大的事业。他们将知识与人生紧密结合 ,重新

定义了社会科学 ,使它成为人文科学 ,从而有别于将

世界与人生都看成是冷静 、理智的存在的非人文科

学 。人类学在各国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努力下 ,成为

一种接近于专注于研究人的生命力的学问 ,它致力

于使 “科学”走进了人生这个广大而复杂的世界中。

人文主义哲学家钱穆说过:

人体解剖 ,据说是科学家寻求对于人体知

识所必要的手续。然而人体是血和肉组成的一

架活机构 。血冷下了 ,肉割除了 ,活的机构变成

了死的 ,只在尸体上去寻求对于活人的知识。

试问此种知识真乎不真 ?面对着一个活泼泼的

生人 ,决不能让你头脑冷静 ,绝不能让你纯理

智。当你走进解剖室。在你面前的 ,是赫然的

一个尸体 ,你那时头脑是冷静了 ,你在纯理智的

对待他。但你莫忘记 ,人生不是行尸走肉。家

庭乃至任何团体 ,人生的场合 ,不是尸体陈列

所。若你真要把走进解剖室的那一种头脑和心

情来走进你的家庭和任何人的团体 ,你将永不

得人生之真相。从人体解剖得来的一番知识 ,

或许对某几种生理病态有用 ,但病态不就是生

机。你那种走进人体解剖室的训练和习惯 ,却

对于整个人生 ,活泼泼的人生应用不上 。
[ 2]

人类学家如同钱穆那样 ,拒绝了人类解剖学。

不同年代的人类学家对于学科有共同贡献 ,但

如同其他任何人 ,他们亦不是超然的 “上帝 ” ,他们

之中也存在差异 。过去的人类学家往往将自己隔离

于被研究者之外 ,使自身代表客观性。现在他们越

来越深刻地意识到 ,假如人类学研究的是人 ,那么 ,

人类学家也应当算是自己的 “研究对象 ” 。采取田

野工作方法 ,对人类学家进行人类学研究 ,我们能发

现 ,不存在超脱于时代与人群的人类学家 。人类学

家用自己的 “行话 ”翻译被观察的 “他者” 。这些 “行

话 ”被他们说成是区分于 “自然语言 ”的 “科学语

言 ” 。其实 ,包括 “民族 ” 、 “社会 ” 、“文化”等等关键

词在内的 “行话 ” ,都不过是在某个国度的某个历史

过程中产生的 。

我说 ,在中国写西学教科书 ,等同于在历史中进

行 “翻译” 。其实 ,这话说得还不够准确———我应当

说 ,我此处之所为 ,乃是对于历史中的翻译进行有其

自身历史的翻译。

人类学本身也是对于异邦文化的翻译 ,它也置

身于历史中。 19世纪中后期 ,欧美人类学家反复考

究文化之别到底出自何由 ,得出进化论和传播论两

种结论 ,要么将人之间的差异解释为 “文明进步史 ”

的附属品 ,要么将之解释为 “民族精神 ”或 “文明传

播”所致。人类学家的解释 ,可谓是对 “他者 ”的文

化翻译(没有一个被人类学家研究的 “土著人 ”关注

自己的生活是否为全球资本主义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翻译 ,与当时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之形成紧密

相关 。到了 20世纪初期 ,人类学分化为英法派与德

美派 ,一方主张注重研究社会内部的分化及解决办

法 ,另一方注重研究文化之间的差异与关系。分化

背后的直接历史背景是欧洲内部的国族纠纷 ,更长

远的原因 ,是欧洲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国族组织的

不同模式 。

现代人类学诸学派形成后 ,分化没有阻碍相互

之间的交流。比如 ,代表英国学派的拉德克利夫 ·

布朗不仅在学术上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影响 ,而且足

迹也广涉世界各大洲 ,他 1920 ～ 1925年在南非开普

敦大学任教 , 1925 ～ 1931年在澳洲悉尼大学任教 ,

1931 ～ 1937年期间也访问过中国 ,此后才在英国牛

津大学任教 ,而马林诺夫斯基 、博厄斯等人类学家 ,

都可谓是移民 ,他们本是 “国际人” ,且其理论对于

世界各地人类学都有影响。

作为人类学国际知识流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人类学 ,深受了德国 、英国 、法国 、

美国的影响 ,形成一个多学派并存的局面。通过翻

译传入中国的进化论 ,曾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起

到启发民智的作用。 20世纪 20年代以后 ,正是人

类学现代派兴起的阶段 ,此时 ,不少中国学者直接受

惠于欧美人类学大师 ,回国后形成各自的研究特点。

除了在日本间接接受欧美人类学的一些学者(如卫

惠林)外 , 1918年留学美国的李济 , 1921年留学法国

的杨堃 , 1923年留学美国的吴文藻 , 1926年留学法

国的凌纯声 ,同年留学英国的吴定良 , 1927年留学

德国的陶云逵 , 1931年留学美国的冯汉骥 , 1934年

留学美国的李安宅等人 ,在所到之国从师 ,直接接受

了各现代人类学派的教育 ,在回国后 ,顺其所学展开

大量研究 ,其中诸如吴文藻又输送自己的学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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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林耀华等)出国深造 。 20世纪 20 ～ 30年

代 ,两代留学海外的中国学人既深受本土文史治学

传统的熏陶 ,又接受了最新人类学训练。他们无论

是在教会大学还是在国立教学科研机构工作 ,都致

力于造就一门超越翻译与启蒙局限的人类学。
[ 3]

若说 20世纪上半叶欧美人类学具有 “国别特

征 ” ,那么 ,也便可以说 ,同一时期中国人类学的 “国

别特征 ”正在于兼收并蓄了欧美人类学的种种 “国

别特征 ” ,成为一个多元的学术体系。到 20世纪 30

年代 ,中国人类学已形成三种具有地区特色的风格 。

其中 ,受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影响的 “北派 ”与

“南派” ,分别以燕京大学与中央研究院为中心形成

自己的圈子 ,前者关注深入的民族志研究 (社区调

查),后者注重物质文化与跨民族关系研究 ,在经验

资料与理论知识的积累方面 ,分别都有各自独到的

开拓。此外 , 20世纪初 ,即有大量外国人类学家或

业余人类学研究者存在的成都华西协和大学 ,在同

一阶段也开始增添中国人类学家 。 “抗日战争”期

间 ,国民政府政治中心暂时西迁 ,内地成为 “抗战基

地 ” ,西南地区一时成为中国人类学家的聚集区 。

燕京大学 、中央研究院等教学科研机构各在西南建

立了自己的研究基地 ,华西协和大学的人类学家们

更致力于西部民族的研究 ,他们结合民族志与中国

传统的文史研究 ,开创了有特色的学术类型。

“北派 ” 、 “南派 ” 、 “华西派 ” ,各自在不同的名

义下研究人类学 ,社会学 、民族学 、社会人类学 、文化

人类学等学科名称同时并举。尽管各派有自己的解

释倾向 ,但综合似也是各派的共同特征。当时的中

国人类学家 ,已在汉族乡村及少数民族村寨作了广

泛而深入的调查 ,不少人类学家也基于见闻或规范

民族志田野工作 ,草创了中国人类学的海外研究视

野 。尽力在中国语境内完备人类学这门西学 ,似为

当时各派(包括倡导 “中国化 ”的 “北派 ” )之共同追

求 ,但这却没有妨碍人类学渐渐获得了 “中国特

色 ” 。在欧美 ,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分工主要

在于人类学致力于研究作为殖民主义 “治理对象 ”

的非西方。而在中国 ,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

分 ,却没有那么显然。对于境内各乡村与民族地区

的人类学把握 ,既有学术自身的宗旨 ,也呼应当时社

会变迁规划与边疆政策实施的需要。

要学习研究人类学 ,把握它的历史性与社会性 ,

能使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精髓———包括人类学在内的

人的任何造物 ,都是情景化的 ,与历史相关的。

19世纪中后期与 20世纪上半叶 ,西方人类学

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 ,从文化进步主义转向现代功

能主义 、社会学主义 、文化相对主义。这个转向的历

史大背景 ,是帝国时代向现代国族时代的过渡。但

不能简单认为 ,人类学是这一历史大背景的反映。

在不同的阶段中 ,人类学与其身处的政治 ,既有 “迎

合”的一面 ,也有 “反迎合”的一面 ,既有 “实用派 ” ,

也有 “批评派” 。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人类

学的 “反迎合 ”与 “批评 ”特征获得了主流地位。在

同一时期 , 人类学的这一特征也在中国等非西方

“近代化中 ”的国家中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然而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世界格局产生了巨大变化 ,人

类学也随之出现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西

方内部及西方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

本变化。在西方内部 ,美国对于西方社会和社会科

学整体面貌产生了深刻影响 , 使此前的社会科学

“欧洲中心主义 ”向 “美国中心主义 ”转变。发达国

家分为战胜国与战败国 。西方以外的地区 ,殖民地

和半殖民地寻求民族国家主权的运动愈演愈烈 ,并

在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中获得制度化支持。接着 ,一

大批 “新国家 ”随之产生 。 “三个世界 ”的论断比较

精确地体现了这 20多年间世界格局 。在这个新的

世界格局里 ,西方人类学出现了危机 。殖民地脱离

殖民地宗主国 ,使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深度和广度都

受到限制 。尽管第三世界人类学家继承了西方人类

学的部分遗产 , 但他们对那种将他们当成 “原始

人” 、“古代人”的做法极为反感 。为了使人类学与

自己的国家一样具有民族自主性 ,他们不仅对帝国

主义时代的人类学加以抵制 ,也力求创造一种适合

于自己国家的新人类学。面对世界格局的这些变

化 ,西方内部的人类学也做出了一些调整。

在英国人类学界 ,功能主义和结构 -功能主义

的理论主张得到部分修正 。从人类学学科定位来

看 ,这个时期出现了将人类学与 “科学”区分开来的

人文主义主张 。为了排除人类学的知识霸权色彩 ,

人类学家开始重新思考人类学家从事的工作与文化

格局之间的关系 ,主张将人类学视为 “人文学 ”之一

门 ,以此来表明人类学在跨文化理解中的重要意义。

到 50年代 ,人类学也出现了重视历史过程和社会冲

突的研究 。在这些研究中 ,英国人类学家反观了他

们的前辈在想象非西方文化时忽视的文化动态性和

文化内部多元性。在美国人类学界 ,文化相对主义

的极端形态遭到了批评 。人类学家的眼光不仅从美

国本土的印第安人研究放大到海外研究 ,而且也对

人类学史展开了重新梳理 。在这个基础上 ,美国人

类学家提出了新进化论(neo-evolutionism)、文化生

态学(culturalecology)、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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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lism)等学说 ,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文化演进中一致

与差异 、经济生活与符号体系之间的关系 。随着农

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的开展 ,也开始有人类学家深

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的理论 。在法国

人类学中 ,对法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理论进行重新诠

释 ,提出了结构人类学(structuralanthropology)的主

张 。这一主张显示出法国人类学家特有的对于社会

中人和平相处的机制的关怀 ,从通婚 、神话以至任何

文化事项的研究 ,推论出了有助于协调 “原始思维 ”

与 “科学思维 ”之间关系的模式。

从非市场性的人际交往模式(互惠 、再分配 、自

给自足经济),反映市场资本主义导致的 20世纪社

会内聚力缺憾的问题 ,一直是这个时期经济人类学

(economicanthropology)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在

这个时期中 ,政治人类学(politicalanthropology)也

引起了广泛关注 。于 40年代正式出现于英国人类

学中的政治人类学 ,对非集权政治学有专攻 。通过

对集权型国家之外的政治组织形态的研究 ,人类学

家拓深了对国家社会的认识 ,间接地反思了西方集

权主义政治的现代性与弊端。在美国新进化论派人

类学和英国考古学中 ,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重新崛

起 。在丰富的考古资料和民族志素材的基础上 ,人

类学家重新考察了 “文明脱离野蛮”过程中人的生

活面对的种种问题 ,从一个具有历史深度的侧面 ,反

映了近代政治文明的内在问题。政治人类学对权

力 、领导权 、服从等进行细致的人类学考察 ,对法律

实践中的条文与习俗之间的紧张关系 ,对政治支配

与反支配 ,对政治 -权力符号和意识形态 ,展开了广

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

在同一个时期 ,象征人类学(symbolicanthropol-

ogy)也在西方人类学中得到了特别关注 。尽管象征

人类学家不乏有将象征与知识相提并论的做法 ,但

象征人类学的主要启发来自于年鉴派社会学的宗教

-仪式理论 、结构人类学的符号理论和解释社会学

的文化理论 ,其集中关注的焦点依然是社会构成原

理 。在从事象征的研究中 ,人类学家有的将象征当

成社会体系的核心内容来研究 ,主张象征是社会的

观念形态 ,从一个接近于意识形态的方式 ,扭曲地表

达 、强化或创造着社会结构;有的将象征与日常生活

的仪式联系起来 ,认为它们是潜在于实践中的道德

伦理界线 ,社会通过它们维持着自身的秩序;有的将

象征当成是涵括社会结构(不为社会结构所决定)

的文化体系 ,既是社会生活的观念形态又是社会生

活的浓缩形态(condensedform)。

意识形态的阵营对垒 ,造就了世界性的政治分

化。在西方 ,人类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形成的人

文价值观得到了进一步开拓 。而在非西方 ,却出现

了完全不同的潮流 。以中国人类学为例 ,到了 20世

纪 50年代 ,因政治原因 , “人类学 ”这三个字遭到禁

用 ,之前积累的现代派人类学知识① ,被放置于重新

获得正统地位的进化论民族学之下 ,此前奠定的多

元学科基础则在先后服务于 “民族识别” 与 “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过程中渐渐为一元化的 “民族

研究 ”所替代。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耗费大量精力

复兴人类学的中国学者 ,对于学科的定义与定位存

在着激烈的争论。或固守 20世纪 50年代的政治主

张 ,或急迫地想一下子跳出无知 ,直接飞入西方人类

学的所谓 “前沿 ” (如 “后现代主义 ” ),是我们时代

人类学家表现出的两种最常见姿态。 50年代的 “正

统” ,不必赘述② ,而所谓 “前沿 ”是什么则值得一说 。

在我看来 ,所谓 “前沿 ” ,与 20世纪 70年代以

来西方人类学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此前 20多年

间人类学内部产生的学派并立的局面得以持续。同

时 ,对既有理论的反思 ,对世界格局的新认识 ,也催

生了新的人类学理论。人类学著述中一度隐含的 、

对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支配的反思 ,到

70年代初期得到了直白的表述 。西方人类学与殖

民主义之间的关系 ,以及这一关系对于人类学认识

的影响 ,引起了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包括在西方受

过学科训练 、从事学科教学科研工作的非西方移民

人类学家)的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从对帝国主义

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提炼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原理 ,

也为人类学家深化其对世界格局的理解提供了重要

参考 。在知识论方面 ,对于知识 、话语 、权力之间关

系的揭示 ,以及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论的现代主

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谱系的研究 ,共同推进了人类学

学科理念的再思考 。

在这样的条件下 ,西方人类学研究者不再满足

于局限于个别群体 、个别地区 、个别文化的民族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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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20 ～ 1940年代 ,人类学在中国更经历了时代转变。 20世纪 50年代以前的中国人类学 ,在西学与国学之间寻找连接点 , 中国人类学家引
进西学 ,创建自己的学问 ,将主要是研究 “他者 ”的西方人类学改造为研究国内的 “他者 ” (主要是乡村社会与少数民族)的人类学 ,并因地
区差异而形成学术风格差异。
然而 ,无论论者的观点为何 ,有一点似不能忘记——— 20世纪 50年代的 “正统 ” ,恰是政治生活的直接 “衍生物 ”, 也因此 ,相比于 20世纪 20

～ 40年代早期中国人类学的营建者为我们留下的学术遗产更缺乏 “反迎合 ”与 “批评 ”的格调。 20 ～ 40年代的 “遗产 ” ,主要内涵是什
么 ? ———对人的社会与文化进行社会科学的探究 ,是它的 “核心 ” 。如同欧美人类学 ,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类学 ,在为学风格上 ,有的倾
向于社会人类学 ,有的倾向于文化人类学;在某些阶段 ,这两种学科称谓又被赋予时代性的内涵(如边疆研究与民族学)。



究 。西方人类学家越来越感到 ,自从 15世纪以来 ,

被西方人类学当成研究对象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 、

地方 、宇宙观形态 ,已被纳入了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

世界体系 ,并在这个体系中处在边缘地位 。怎样在

人类学著述中真实地体现世界格局的中心 -边缘关

系 ?这成为诸多西方人类学作品试图回答的问题 。

将人类学回归于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历史分析 ,成

为西方人类学的潮流 。更多人类学家主张在坚持人

类学的民族志传统的基础上 ,汲取政治经济学分析

方法的养分 ,使民族志撰述双向地反映处在边缘地

位的非西方人类共同体 、地方 、宇宙观形态的现代命

运与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势力的世界性

影响。

与此同时 ,西方人类学家对于自己的工作方式

所包含的世界性紧张关系 ,也展开了深入的反思 。

他们意识到 ,自己的学科以跨文化交流为己任 ,但被

他们跨越的文化 ,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文

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是怎样生成的? 当今西方文化

的支配的政治经济学前提为何 ?怎样在跨文化研究

时保持人类学家的 “文化良知 ” ? 什么是人类学的

“文化良知 ” ? 这些问题被提到人类学讨论的日程

上来了 。在讨论过程中 ,西方人类学家一度深陷于

难以自拔的 “知识政治学忏悔 ”之中 ,以为西方霸权

的 “忏悔 ”能自动地促成 “文化良知”的发现 。在这

方面 , “后现代主义 ”的种种论述是典型的表现 。

“后现代主义 ”促使人类学家对自己的学科提供的

叙述框架进行了解剖 ,在此基础上 ,又促使人类学家

看到自己从事的 “人的科学 ”的 “非科学性 ” (如权力

性与意识形态性)。为了揭开人类学的 “科学面

纱 ” ,部分西方人类学家试图将人类学回归于人文

学 ,从文学 、文化研究 、文化批评 、艺术等门类中汲取

养分 ,重新滋养处于 “哲学贫困 ”中的人类学 。这一

做法的确为人类学在思想和文本形式方面的 “百花

齐放”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然而 ,将人类学纳入

到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的反思中 ,也使部分

西方人类学家将学科推回到西方观念 、政治经济体

系和世界霸权的重复论证中去了。

被我们当作是西方人类学的 “前沿”的那些 “后

现代论述 ” ,给世界人类学带来了深刻影响。这些

论述对于西方近代思想与世界活动的批判 ,诱使不

少第三世界人类学家投身于效法它们的话语的努力

中 。 “后现代论述 ”是一种 “仁义 ” ,还是一只 “披着

羊皮的狼” ? 西方人类学内部争论不休。身处新时

代的中国人类学家是否可以借反思性和批判性极强

的 “后现代论述”来重新定位自身 ,使自己卸去知识

现代性带给非西方世界的沉重负担?西方学术内部

的自我反思是否足以充当非西方学术确立自身自主

地位的基础? 种种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等待着解决。

遭遇 《写文化》

民族志学者越来越像北美印第安人的克里族

人 , (故事说)他来到蒙特利尔的法庭上作证 ,法庭

将决定他位于新詹姆斯湾水电站规划之内的狩猎地

的命运。他将描述他的生活方式 。但在法庭宣誓的

时候他犹豫了:“我不敢肯定我能说出真相… …我

只能说我知道的。”
[ 4] 37

上面这小段话 ,引自 “后现代主义 ”人类学代表

作《写文化 》一书主编之一克利福德(JamesClifford)

为该书写的导言 ,说的是一个克里人到了一个现代

法庭 ,按要求 ,去描绘自己的生活方式 ,以作为判决

的佐证。法庭要断的案子 ,牵涉到克里人的利益 ,但

他的态度却不卑不亢 ,应付了宣誓仪式之后 ,悄悄挑

战了刚刚在一个现代法庭礼仪上的宣誓 ,他宣布自

己将要说的事儿 ,与证人宣誓仪式中必须大声说的

“真相”一词无关。在克利福德看来 ,以自认的 “表

述” ,替代誓言般的 “真相 ” ,是民族志学者必须完成

的一项新使命。所谓 “民族志学者 ” (实可改译为

“民族志作者” ),就是工作(特别是书写)中的人类

学家 。克利福德说 ,人类学家的心境 ,变得越来越与

克里人接近。如同谦逊的克里人 ,人类学家不再相

信 “亲眼目睹的事实 ” ,他们也已不敢声称 ,他们所

观察到的等同于 “真相” ,而只敢说 ,这是他们 “知道

的” 。在人类学的现代主义成为过去之时 ,追求所

谓 “真相”的人类学家 ,越来越强烈感到 ,他们如履

薄冰 。

《写文化 》中收录的论文 ,于 1984年提交一个

小型学术研讨会讨论 ,之后 ,编辑成书 ,于 1986年正

式出版。也就是在该书出版一年之后(1987年),我

去伦敦大学东方非洲学院读人类学。当年 ,我便在

“席明纳” (seminar,意为 “研讨课 ” )上遭遇了它 。

我们系的老师 ,退休的不乏有痛恨《写文化》的

(如一些老教授所言 ,这类 “后现代 ”之作 ,鹦鹉学

舌 ,其背后的社会哲学观念 ,只不过是对英美而言的

“舶来品” ———特别是法国式 “权力 ”及德国式 “批

判” ),但没有退休的 ,则只有少数属于 《写文化 》一

书的反对者。老师们多数激情拥抱着形形色色的新

著作 。不同的老师对于这本书 ,自然有不同的看法:

比较赶时髦的几位 “后现代 ” ,抱着它到处宣扬 ,逼

着我们读它;几位虽也十分 “时尚” ,但却对美国文

化人类学嗤之以鼻的 “新经验派”符号人类学家 ,不

否定它的影响 ,但却又怀疑它重复了英国人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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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熟知的法国 “后结构”论调。

带着中国老师教给我的人类学(特别是摩尔根

的进化论)来到英国 ,我被英国老师认定为认识方

法有问题的人。我在包括 《写文化 》在内的众多西

方人类学和区域研究名著的帮助下 ,走出进化论的

阴影。然而 ,到我临近完成论文时 ,我变得有点 “自

以为是 ” 。了解多一点社会理论 ,我便同意起我们

系的退休老教授来 ,此后 ,在国内从事田野工作 ,便

增加了把握 “真相 ”的欲望。我感到 ,无经验基础的

反思与有经验基础的反思之间 ,存在巨大区别 。写

完论文 ,我带着对于《写文化》及其他 “后现代”著作

的反思 ,踏上归国之路 ,于 1994年落脚于北大 ,对

“中国问题”开始了我的 “参与观察” 。

在国内 ,社会科学似乎充满着一种 《写文化 》着

重批判的 “经验主义 ” 。之所以给 “经验主义 ”打上

引号 ,是因为这里头包含着某种混淆。在我们的思

想中 , “真相 ”与 “真理”常常混同(《写文化 》的中译

者显然都遭遇此一混淆导致的翻译危机),而这种

混淆有其用途———它使国人产生一种信念 ,认定文

字书写下来的东西 ,不仅是 “真相 ” ,而且还接近 “真

理 ” 。国人如西人一样 ,展开社会观察 ,而且 ,在过

去 25年来 ,观察 、统计 、概括……总之归纳的所有方

法 ,应有尽有 ,出台于种种所谓的 “实证研究”报告

里 。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书写出文本 ,在它上面涂绘

经验主义色彩 ,使文本在印刷时代的仪式中扮演各

自的角色 ,创造出被认为是 “真理”的 “真相 ” … …所

谓 “经验 ” ,使我们的学术论文必须有自己的假设 、

内容及具有 “现实意义 ”的结论 。 “经验 ”既来自对

于 “真相 ”与 “真理 ”的混淆 ,那么 ,我们观察到什么 ,

便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 ,所观察的 ,必须符合我们的

想象。

厌烦加引号的 “经验主义 ” ,在回国不久后 ,我

转而推崇起 《写文化》这类书来。于国内情形看 ,

“后现代 ”之作 ,迫使我们看到 ,任何 “真相 ”或 “真

理 ”都是局部的(克利福德导言的副题即为 “部分的

真理” )。我开始翻译 《写文化 》一书的主编之一马

库斯(GeorgeE.Marcus,或译马尔库斯)及他的亲密

伙伴费彻尔(MichaelE.J.Fischer)合写的 《作为文

化批评的人类学 》
[ 5]
一书。我开始谈论 “后现代” 。

1995年夏天 ,在北大召开的第一届社会文化人类学

高级研讨班上 ,我提交了 “对于功能主义人类学的

重新评估”及 “民族志与实验民族志 ”两篇讲稿 。选

择在高研班上讲授这两次课 ,并非毫无针对性 。直

到 10多年前 ,功能主义与实利主义依然充斥着我们

的学术 。这两种相互关联的 “主义 ”之所以有其强

大作用 ,部分原因在于:此前 ,我们经历过一个漫长

的 “革命主义 ”时代 ,而这两种古老的西方理论 ,竟

如此不同于 “革命主义” 。我充分理解它们对于塑

造新时代的新精神的作用 ,但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

社会科学如此单一 、如此缺乏反思 。重新评估功能

主义 ,在人类学内部 ,寻找另外一些不同的模式 ,既

使我想到英国功能学派战后的自我反思 ,也使我想

到 “实验民族志 ”之说。在 “实验民族志”兴起之前 ,

现代人类学已从业余研究中摸索出一条专业化道

路 ,到 20世纪 30 ～ 40年代 ,更创造出了缤纷多样的

学术成果;经历 50年代的理论化 ,到了 60 ～ 70年

代 ,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 ,一个成熟的学科必定面临

危机 。所谓 “实验 ” ,就是迎接危机的挑战。诸如

《写文化》和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是对种种

“实验”进行探索的理论之作 。在中国从事人类学

研究 ,我深感 ,如此 “实验 ” ,对于更新我们的社会科

学研究 ,有着不可多得的启发 。

《写文化》的书写 ,意图不在推翻前人的所有成

就。不过 ,如同克利福德在其导言中所透露出来的 ,

作者对于他们的老师辈 ,都是倾向于批判的。在这

批 “后现代 ”看来 ,他们的老师辈并不仅仅是在从事

研究 ,而且还是在调动社会资源 ,创造社会资源 ,在

运用修辞学技巧 , 掩饰学者的无知 ,在运用虚构的

“真相” ,表达自己的权威。这批自以为是的年轻一

代(现在已是老人了),书写出文风和观点都不尽相

同的论文 。论文中 ,有的一再想说服自己 ,不要去寻

找老师们已寻找过的 “事实 ” ;有的反省自身 ,诉说

自己如何因受学术制度之害 ,而在文本中掩盖了不

利于自己立论的细节;有的批判西方学者在被研究

者面前表露出来的 “霸气 ” ;有的将人类学研究当成

医治人类学家自身的心理疾病的手段。书中固然也

有属于经验派的作品(如主编之一马库斯对于现代

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研究和书写方法革新的畅想 ,即

属此类)。但一如 《写文化 》这一书名巧妙地隐含

的 ,此书的主旨在于为人类学指出一条非经验的 、反

思的道路 。 《写文化 》说的事儿正是:人类学家宣称

自己在研究文化 ,他们很少意识到 ,他们自己的研究

中 ,一个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书写;书写 ,使文字带着

作者所处的 “我群”的文化价值与偏见 , “翻译 ”着被

书写的 “他群 ”的文化 ,使其意义发生根本改变;由

此 ,人类学家是在书写自身 ,他们使自身成为一个受

制于约束着书写的西方制度 。

克利福德称民族志为 “虚构 ” 。什么是民族志

的 “虚构” ?虚构 “只不过是相对的 ” :如今虚构 “已

经没有了虚假 、不过是真理的对立面这样的含义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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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文化和历史真理的不完整性 (partiality),暗

示出它们是如何成为系统化的和排除了某些事物

的 ”
[ 4] 34 -35

。如克利福德所意识到的 ,将民族志说成

是 “虚构 ” ,会开罪经验主义者 ,但这对于他们来说 ,

其实价值颇高。我承认 , 《写文化 》对于以经验为信

条的学者来说 ,确是一种崭新的刺激 。然而 ,也就是

在过去的几年里 , 《写文化 》的这一刺激 ,再度引起

我的质疑。质疑不仅来自对书的解读 ,而且来自于

过去 10年来中国学术自身的变化。中国学术的伪

经验主义还没有破除 ,中国学术的现实主义还没有

充分确立 ,严厉批判经验主义的 “后现代”已露出锋

芒 。中国学术的 “后现代 ” ,让我们得到了一个 “优

美的借口” ,直接从伪经验主义跃入反经验主义的

“反思” ,使我们的 “后现代 ” ,与我们的 “现代 ” ,成

为区别不大的东西———它们都反对经验研究 ,主张

将学术当成 “真相的虚构” 。

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的出现 ?有一点是必

须指出的:20世纪的中国 ,向来不缺少西方 “后现

代 ”以为他们自己缺乏的文化极端主义(无论是伪

经验主义或拒绝 “真相 ”的 “伪后现代 ”都与此有

关)。对照《写文化》与国人数十年前已展开的 、对

西方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 、功能主义 、新进化论 、结

构主义 、象征符号研究 、“异化论 ”的批判 ,我们能发

现 ,在西方作为 “实验 ”的《写文化 》,其基调 ,早已蕴

涵在改革前的中国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中了 。记

得 20年前 ,我曾向一家专业杂志投出一篇译稿 ,编

辑来信说:“年轻人对于西方人类学要先批判 ,才可

翻译 ,特别是对文化相对主义 ,更是要批判。”接着

他劝我说:“你要学好历史唯物主义。”也许那个中

国编辑是处于思想僵化才对我如此批评的。可是 ,

令我不解的是 ,作为有影响的美国人类学家 ,在那位

中国编辑私下对我提出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批判之后

两三年 ,马库斯公开在 《写文化 》一书中发表了 “现

代世界体系中民族志的当代问题 ”
[ 4] 209 -239

,该文竟

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颠覆文化的相对性……

从摇摆于 “反思 ”与 “经验 ”之间 ,到推崇 《写文

化 》,再到厌烦它的 “虚构主义” ———对于《写文化》 ,

我前后有不同的看法 。在遭遇 《写文化 》中译版之

际 ,我将记忆碎片编织成一种心态 ———我认定 , 《写

文化》这一西学内部的反思 ,如同它所反思的东西

一样 ,是一层遮蔽 “真相 ”的话语迷雾;它将 “虚构 ”

当成是社会科学的事业 ,为学者以言辞替代观察 ,提

供了又一个借口。我坚信 ,中国人类学要重新定位

自身 ,不能简单地盲从所谓 “前沿 ” ,而应另辟蹊径 ,

在现代人类学的基础上展开针对自身的反思性探

索。

人类学到底应在跨文化的研究中认识到西方文

化的局限性 ,还是应在不断反思中揭示西方文化的

霸权 ? 20世纪晚期 ,也有不少西方人类学家对这些

问题采取谨慎态度 。从主观意愿看 ,过去 30年中人

类学家在对世界格局展开批判性研究时 ,抱着的确

实是一种美好的人类平等理想。但在强调这一理想

及其对西方造成的不平等局面的批判性时 ,西方人

类学家却忘记了公正 、良知等等观念也是有特定的

文化含义的 。对 15世纪以来的世界展开 “反西方

中心主义 ”的批判中 ,西方人类学家无意中忘却了

非西方的各种文化自身的意义及这种意义对于 “西

方观念”潜在的挑战 。相比之下 ,从 20世纪 60年代

开始到 90年代 ,坚持在结构人类学和解释人类学旗

帜下展开文化思考的部分西方人类学家 ,基于对西

方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犹太 -基督教宇宙观 、平权主

义意识形态的反思 ,重新发现了非西方的 “人的观

念” 、宗教宇宙观 、政治形态中的启发 。从非西方文

化的研究中揭示西方文化中的 “个人自由 ” 、宗教支

配 、世俗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局限性 ,成为晚近西方

人类学的潮流 。

新时代的中国人类学要给予自身一个合适的定

位 ,有必要与这些基于扎实研究的思考形成密切的

相互观照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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