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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的人类学

王铭铭

　　人类学成长的一个多世纪里 ,世界各地 ,国家政治勃兴;所谓“新的国家”(the new states)与旧

的国家越变越不一样 ,它的力量越来越广泛而强大 ,触角伸得越来越长。试想 ,古代的国家都不在

乎国王的实际权力能触及到哪里 ,国王只要有一个中心就行了 ,他把自己关在形形色色的“紫禁城”

里 ,有几个太监后妃 ,便感觉非常愉快 ,以为天下是他的了(固然他总希望他人对自己的中心地位的

承认)。新的国家 ,相对而言 ,极其焦急 ,它总关注着它自己的触角 ,老想了解它自身的力量之“势力

范围” ,老想了解它能抵达社会的哪个角落。新的国家对于古代国王的“神圣性”及“象征性” ,嗤之

以鼻 ,以为那是一种没有实质影响的“自我满足” ,以为实在的权力才是真活儿 。新的国家之观念 ,

模型来自欧洲 ,在过去三四百年中渐渐长成 ,其“魅力四射” ,得到世界各地的政治家的青睐。

在人类学出现之初 , “国家”观念 ,已深入世界各地 。然而 ,历史如此短促的这门学科 ,却爱忽略

历史 ,它不知不觉 ,完全将自身融化于“无国家”的社会之中 。

人类学的“无国家” ,如同其“无时间” ,可能是一种故作的超然 ,也可能是一种无意的无知 ,也可

能是别的。对于国家与历史的漠视 ,恰是人类学的特征之一 。这门学科设想出那么些没有受集权

(centralized polities)污染的民族 ,使自己只看到无集权社会的存在。

不可否认 ,对于“无国家社会”的想象 ,到今天仍然还是有意义的 ,因为人类学仍然需要在想象

中激发思考。另外 ,也不能否定 ,与世隔绝的地方 ,这样的社会还是有的。比如 ,我们比较熟悉的埃

文思·普里查德笔下的苏丹努尔人 ,可能就是一例 。而即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力量如此之大的

国度从事人类学的田野工作 ,我们仍可发现一些似乎与国家导致的变革毫无干系的地方。甚至是

在福建这个属于“发达的东部”的省份 ,你去它的山区 ,在森林里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将自己说成是

“大队”的村庄。在那里 ,人们犹如停留在历史的过去 。20多年前 ,政府已将其基层政权重新定义

为“村” 、“行政村”等等 ,而森林里的人们还运用着此前的名号。不能否认 ,此前“大队”等名号也是

国家给的 。可是 ,这个名称的停滞 ,却使人想很多 。对于森林里的人的“无时间” ,国家的变动 ,意义

好象不大 。如此村子 ,在西部某些地方必定更多———要不民族学家怎么能认定 ,西部偏僻之处人们

的生活文化 ,可以为我们提供想象中国上古传说的素材 ?

然而 ,忽视国家 ,等同于忽视事实。过去的几个世纪 , “无国家”的社会若的确存在 ,那也已被有

国家的政体所管辖。神权政治仍可见到 ,但人们为了自身的安全 ,为了克服种种风险 ,多少将自身

纳入国家的治理领域之内 。即使是那些最偏远的部落 ,到了 20世纪也会迎来输送国家理论的宣传

队 、工作队 ,至少他们也会迎来在战斗中迷失或“游击出去”的士兵 。回到家族理论说事儿:人类学

家过去研究汉人的家族 ,总是将之家族视作一个自在的财产共同体 ,好像它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

如此一来 ,人类学给自己的使命 ,便是描述家族的内部情况 。然而 ,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表明 ,这些家

族之所以如此之大 ,恰是因为国家的力量使然 。古代时 ,国家要向民间征税 ,民间就找到了一种办

法 ,把好几个家庭统合成一个家族 ,然后跟上级说 ,“我们只不过是一户” ,这样他们就少缴好几十倍

的税 。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发明他的家族理论时 ,国家与民间的这种关系 ,出现了变动 ,民间的

古代整合方式遭到了瓦解 ,自 20世纪初期开始 ,国家以种种理由 ,将法权伸向民间 ,使家族不再能

够以自身的一体化来实现与国家的“讨价还价” 。可人类学家无法忘记家族的古代史 ,他们在乡间

看到的是家族的现代史 ,但他们却更愿意想象家族的古代史 ,如同森林里的人 ,还只记得“大队”这

个名号一般。



人类学怎样直面作为它存在的历史基础的新型国家? 笔者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没有根据 。已

有太多的社会理论家 、历史社会学家替我们指出 ,将我们生活的现代世界想象为一个人类自我解放

的世界 ,是一种可笑的做法。文艺复兴以来 ,我们的确找到一个自我解放的好理由。不过 ,有好理

由不一定能实现好愿望。多少大师说 ,近代史表面上是一个人类自我解放的历史 ,但事实恰恰相

反:在过去的几百年里 ,我们设下圈套 ,把自己套进去 ,便觉得我们自由了 ,但实际是使自己的肉体

与灵魂 ,都协助着生活的政治 ,协助着己身之外的力量对于我们的监视 。根据一些社会学家的观

点 ,近代以来的国家成为一种全能的国家 ,它无处不在 ,无所不管 。

上面谈到家族 ,问题关系到人的基本生活 ,涉及到“爱情的社会性” 。现在还有人类学家在想象

一些完全脱离结婚登记的亲属制度 ,其实历史已非如此 。笔者这代人的父母辈 ,是在 1954年《婚姻

法》宣布之后几年结婚的 ,他们结婚出自“自由恋爱” ,很幸运。可是 ,他们那个时代 ,却也存在由党

支部介绍对象的做法 ,这种做法使爱情成为制度安排的对象 。大家别以为 ,党支部介绍对象是“爱

情的政治化”的惟一表现方式 。实际 ,潜在于“自由恋爱”一说中 ,也有一种制度 。这种制度 ,典范地

以人自身的解放为理想。然而 ,恰是在这种制度里 ,结合进了结婚必须以政府举办的结婚登记仪式

为程序的另一种理想 。在《婚姻法》存在之前 ,乡间的年轻人无须登记 ,只要相互定情 ,依照传统方

式订婚 、结婚就是了 。而过去的 50多年来 ,登记之说出台 ,其他结婚方式便被定义为“非法” 。人类

学家大多只关心没有《婚姻法》的婚姻 ,没有登记的亲属制度 。直到今天 ,仍然有人类学研究者企图

在偏僻之处寻找纯真爱欲存在的证据。遗憾的是 ,历史变了 。在中国 ,过去 50多年来的中国 ,是法

权化亲属制度的典型案例 ,而在此之前 ,我们也不能轻易地说 ,古代乡间“无法无天” 。上古时代 ,几

千年前 ,老祖宗们已书写出有关礼仪的种种书籍 ,礼仪 ,牵涉到的主要内容 ,包括了人类学家所谓的

“亲属制度”与“人生过渡” 。

那么 ,如何理解古代的规矩与今天的规矩之间差异? 人类学家似更愿意发现完全不同于今天

的“原始规矩”。可是 ,这种“原始的规矩”若没有与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 ,那就失去了它的当代性

了。那么 ,怎样使人类学获得这样的联系纽带 ?笔者要讨论的 ,实际就是这个问题。

关于国家时代的人类学如何获得一条贴近时代的思路这一问题 ,我们可以读一些书 ,特别是:

(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中文版 ,吴睿人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3年版);(2)格

尔兹《尼加拉———19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中文版 ,赵丙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9年版)。

上面这两本书 ,是上个世纪 60年代人类学开始关注所谓“新的国家”后才产生的 ,并且 ,二者都

出自东南亚(特别是印度尼西亚)研究。东南亚的广大大陆地区与海洋地区 ,自古以来与南亚 、阿拉

伯世界 、中国有密切交往 ,在文化上 ,曾先后接受印度与阿拉伯世界的深刻影响 。可是 ,直到西方势

力侵袭到这个地区之前 ,当地的政治体制保持着相对“原始”的状态。二战以后 ,这个地区开始出现

“整合式革命” ,出现新兴国家 。这些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 ,便是如何处理新的国家认同与旧的小族

群 、小部落的“原生性认同”之间的关系 。东南亚地区 ,构成了人类学观察新兴国家与“旧式社会”之

间关系的“实验室”。安德森是东南亚研究专家 ,他之所以能写出对于现代国家研究有重大启发的

《想象的共同体》一书 ,正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化的经验 ,比较典范地代表分立的群体统合为“国族”的

历史进程 。格尔兹的那本书 ,也在说同样的事情 ,无非是角度不同 。他说 ,现代国家观念之外存在

另一种国家观念 ,这种观念以其象征性 ,区别于权力实质性的新兴国家(其模式来自近代欧洲)。从

一个角度看 ,他是因为看到现代国家制度正在非西方地区(如印度尼西亚)蓬勃发展 ,所以才采用巴

厘 19世纪“尼加拉”的“剧场国家模式”来对之加以反思 。在其他一些著作中 ,格尔兹直接谈到印度

尼西亚的“整合式革命” ,对其困境深表“同情” 。

这两本书 ,有重要学术价值 ,它们使我们看到 ,人类学在直面国家时应注意的问题。格尔兹的

书出版在先 ,固然比安德森出版于后的书 ,观点显得要“落后” 、“保守”一些 。不过 ,笔者不认为我们

应轻易地按照书籍出版的时间顺序来衡量书籍表达的观念的“水平” 。格尔兹让我们看到 ,在现代

·182·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国家观念侵袭到非西方世界之前 ,世界存在形形色色的“国家形态” ,而最不同于现代国家观念形态

的 ,是将国家当成“力量表演剧场”的那种。这个观点了不得 。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家 ,已关注到

所谓“国家与社会关系”。可是 ,我们很少关注被我们研究的人群如何看待这一关系 ,我们只认定我

们知识分子自己是这一关系的“判断者” 、“解释者” ,对于这一关系的其他“判断者” 、“解释者” ,大家

很少谈论 。格尔兹保持人类学对于“当地观点”的关怀 ,以一个有趣的方式 ,使之与人类学国家研究

的新视野关联起来。更重要的是 ,他的历史民族志使我们对于过去几十年来“将国家重新带回来”

(br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号召产生质疑。如我在上面所说的 , “将国家重新带回来” ,对于人类学

贴近历史的真实 ,十分重要。然而 ,这里所谓的“国家”是什么? 大多数研究者想当然地将西方国家

关念套在我们观察的事实与人物上 ,其结果是 ,关于国家的人类学 ,复制了本来值得反思的近代欧

洲国家理论 。若是那一将要被“带回来”的“国家” ,是近代欧洲的国家观念 ,那我们也可以说 ,人类

学一早就已关注到国家问题了 。

人类学的开端 ,与社会学一样 ,是德国式的“国家学” 。我们只需回忆一点恩格斯在其《家庭 、私

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内容 ,便能知晓 ,他与马克思之所以对人类学感兴趣 ,研究亲属制度的不

同形态 ,不是为了别的 ,而无非只是为了论证近代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法权国家是如何来的 。在书

中 ,恩格斯采纳摩尔根的观点 ,论述了人类史的几个阶段 ,特别是“血缘共同体”如何演变为“地缘共

同体” ,“地缘共同体”如何演变为国家的历程 。恩格斯用以形容第三个阶段的名词 ,就是安得森关

注的“nation” ,所不同是的 ,安德森把“nation”的历史看成是一种观念的历史 ,其长度 ,只有几百年 ,

而恩格斯则将之推到几千年前 ,认为这种政治制度在空间上超越血缘和地缘组织 ,其基础是阶级制

度 ,而阶级制度的基础又是私有制。在恩格斯看来 ,人类历史进入第三个阶段(国家社会),地缘关

系已不足以维持秩序 ,通过等级制度来实现国家的统一 ,却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等级制度靠什么维

持?他认为关键是法律。可法律又是怎么来的? 他认为 ,那是在原始的亲属制度衰败之后建立起

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产权制度 。

在笔者看来 ,恩格斯描绘的人类史 ,对于我们思索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差异 ,还是有意义

的。当下西方社会科学有一个坏毛病 ,那就是 ,一旦谈起国家 ,就要将它硬与近代欧洲的文明进程

联系起来 ,殊不知 ,早在欧洲近代文明出现之前 ,国家已广泛存在 。

我们举安德森的例子说说这点怎么理解 。在论述近代国族的起源时 ,安德森提到印刷的文字

对于“民族认同”生成产生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他说 ,文字的广泛传播 ,能使超地方的国家形成某种

文化意义上的融合。如果他是对的 ,那么 ,我们也可以说 ,以文字统一国家 ,是十分古老的事情 。秦

并六国后 ,中国已出现“书同文”之说。在世界其他地区 ,或早于中国 ,或晚于中国 ,类似的事情也广

泛存在。笔者一直认为 , “文字拜物教”是所有文明体系的核心特征。所谓“文字拜物教” ,不是一个

简单的事 。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也提到文字对于文明的重要性 ,他说文字一旦出现 ,

历史就无法逆转了。有了文字 ,人不再沉浸在悠闲的生活中 ,他们每天焦躁不安 ,竞争着去创造自

己的历史 。文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作用 ?这牵涉到文字的“神秘化”史。记得《说文解字》第十五卷

提到 ,古老形式的文字有两类 ,一种出自古人对于万物如何形容的揣摩 ,另一类是数字。若《说文解

字》的历史猜测符合事实 ,那么 ,它所说的古老文字 ,到了国家时代 ,必定出现重大变化:在国家时

代 ,文字从表征或记事 ,变成了权力巫术与权力美学的戏法 ,新的文字标志着国家的出现。上古国

家出现时 ,文字突然神秘兮兮起来 ,地位与制度都靠文字来建设。古代文明在创建政治实体时 ,文

字有了宗教价值 ,那时多数文字都用来占卜及记录一些神圣的大事迹 ,如甲骨文刻画的战争与祭祀

事迹一般 ,一文一武 。

文字对于古代文明而言 ,记录无非是其一方面的功用 ,更重要的是 ,文字能授予政权神圣的权

威。比如说 ,商代的王 ,想与他族战斗 ,总要问神那是否有属于有道义之战 ,如果是 ,他又要一卜 ,企

求上天支持 ,只有当上天说 ,战事将吉利 ,他的军队才开始进攻 ,要是他获得全胜 ,就再次占卜 ,对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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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感激……也就是在如此这般的人神交流过程中 ,文字实现了其神圣王权的授权(营造)的作用 。

近代国家中 ,文字确实出现了安德森叙述的那些变化。笔者读安德森 ,得到的第一个体会是 ,

他巧妙地叙说了文字从神秘的王权之附属品 ,转化为等待所谓国民把握的交流工具的历史进程 。

“消灭文盲” ,是许多现代国家的号召 ,所谓“消灭文盲” ,就是要实现高阶级地位的文字 ,向社会各阶

级传授。“送法下乡” ,也是一样。什么是“法” ?它也是用文字记录的规矩 。报纸更是如此 ,它无非

是文字堆积起来的“国家大事” ,是使国民接受“国家大事”的信息的手段。对于一个新兴国家而言 ,

文字的普及十分关键 。笔者在英国时 ,有时去乡下走走 ,发现那里的村民有早上起来到小镇咖啡店

读报的习惯 ,这一习惯生动地表现着“国家大事”对于英国一般民众自我认同的关键影响 。

上面零星谈到古典与现代人类学在研究国家时出现的分歧 ,也谈到若是我们要真正把握国家

的历史脉搏 ,意思是:我们应将二者结合起来 ,一方面 ,不要停留于国家的古史的研究 ,另一方面 ,不

要以为近代国家没有它的历史前身 。笔者还想将这些零星的事情 ,与我们想象国家的所谓“一般方

法”联系起来 ,指出诸如文字之类的符号对于“国族建设”的关键作用 。

说了这么多 ,还是要回到笔者对于格尔兹的评价。对于历史人类学家来说 ,《尼加拉》可能是最

没有启发的 ,因为它仍然沿用民族志的“共时原则” ,不断重复地建构一种“地方知识”类型 ,而并没

有关注历史的结构与过程的关系。要是笔者研究尼加拉 ,一定会研究它是怎样出现的 ,而格尔兹则

不同 ,他将 19世纪一刀切下去 ,看到尼加拉的横切面 ,使它显得像是另外一种努尔宗教 。虽则如

此 ,这本书可以说是社会人类学的光彩一笔 ,因为它从一个角度告诉我们 ,研究国家可以是人类学

式的 ,是跨文化的比较 ,是对不同于研究者自身的“国家观念”的考察 。

笔者认为他的“尼加拉”虽可能来自一种类型的地方知识 ,但是却带有普遍解释力。实际上 ,每

一个国家都有它的表演性质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克林顿那么受宠。民主政治

可以说是表演性最强的国家 ,在民主制度里 ,总统必须装成平民一般 ,有喜怒哀乐 ,才能成其总统 。

这就是所谓的“表演性” 。而我们中国 ,也可能恰是一个“尼加拉” ,无非是说其象征与表演形式不

同。

也就是说 ,人类学可以通过保持其对象征的盎然兴趣 ,来直面国家 ,提出不同于一般“国家学”

的“国家学” 。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邮编:100871。)

(责任编辑:常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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