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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与国家: 文化的想象与公民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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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族群与民族虽可解析为 想象 的共同 体, 但在 世界各 地它 们都 无一例 外的 存在。个 体公民

化, 是处理少数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矛盾的 最好方 法。强化公 民身份 有助于 消弭族 群冲突并
增强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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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 族群 与 民族 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和政治现象, 构成现代社会的政治实体不再
是帝国, 而是民族 ! 国家 ( natio n state)。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族群 ( ethnos)、
民族 ( nation)、
民族! 国家
( nat ion state), 都是舶自于西方的外来概念, 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在自我的现代历史构建中无不
予以接受和价值构建。族群和民族抑或国家, 有其天然的自在性, 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想象和理性建构
[ 1]
的产物, 用安德森的行话来说, 民族 ( nation)就是一种 想象的共同体 。

一
与 我是谁? 这个萦绕个体心绪的亘古哲学话题不同, 我们是谁? 是近现代社会人群频繁互动背
景下的一种社会和文化扣问, 是人们对自我身份归属的焦虑和思考, 它牵扯到一个重要概念 ! ! ! 族群。
何为族群, 各种界定众说纷纭。美国人类学家郝瑞认为, 族群包括两个特点: 一是族群成员认为拥有共同
祖先和共同文化, 这种认同可以是客观实在的, 也可以是虚拟的 ( artificial); 二是群体用共同祖先、
共同文
[ 2] ( 263)
化来有意识地与其他群体相区别, 形成内部的统一和外部的差异
。
族群 /民 族是通过具体象征物 (如旗帜、
民族服装、
仪式 ) 等而想象出来的; 一个想象出的群体,
其想象空间可以无限和至高无上。之所以说是想象, 因为即使是很小的族群, 其成员之间也不可能
全部相互认识, 但在每个人的脑海中, 却觉得与其他成员有亲密的关系。族群建构论者强调认识族
群的形成必须归结到社会条件的基础上, 通过政治与经济资源的竞争和分配可以解释族群的形成、
维持与变迁。族群的形塑与其历史社会的过程必然不可分离, 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
政党或特定的
社会群体对这种建构的过程都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它们根据环境的变化、
现实的需要对族群记
忆进行选择、
删除、
重组, 以便重新营造社会记忆, 促成新的族群认同, 从而制造出新的族群产品。
国家意味着什么? 在笔者看来, 构成国家的要素不仅仅是不容丢失的国土与高高飘扬的旗帜,
国家还包括了每一个平凡的以及于终生都不为人所知的公民身份。 国家 这个词汇可以说是神
圣而飘渺的, 同时也是朴实而又触手可及的, 可以说天安门广场上随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代表着国
家, 但个人本身的行为也同样代表着国家。国家就是一份公共而非私有的财产, 每一个人都是她的
主人, 但每一个人都只是部分而非全部的拥有她。国家事实上无法为人们提供一个现实的目的,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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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行动目的, 但是国家和公民可以想象国家的目的, 比如团结、
友爱等, 并根据目的而行动。
[ 3 ] ( 179 )
人类学家戴维 ∀ 科尔泽声称: 没有仪式和象征符号, 就没有民族
。象征符号是一种意
义综合体, 蕴涵着意识形态及某种权力, 它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着明显的意义关联性, 能具体反映
和呈现某些具象。每个民族国家都有专属于自己民族特性的象征。特定的仪式和象征符号有助于
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相对而言, 在国家层面上, 国家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只有在国庆节等举国上下
共庆的节日中抑或是国难当头之时才能得到体现, 人们也通过对国家的象征符号 ! ! ! 国旗的热爱,
表达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只有在这样的仪式或符号中, 想象的国家才现实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个人在化入这一宏大场景的直接过程中, 体会和体悟到了国家的存在。

二
族群作为一个特殊历史文化群体, 必然存在具体的利益要求, 这些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
过国家对公民个体权利的平等保障而得到满足。族群对于国家来说, 是一个法律的虚构而不是社
会现实, 社会现实是国家的公民。政体是由每个个体的公民而不是由多个共同体的族群组成的, 国
家在处理少数族群地区的社会问题时, 应当坚持先有 公民权 , 而后才有 族群 的 群体观 , 即
先有公民而后有族群。杜赞奇认为, 最成功的政权是能够把族群的建构控制在较为非政治化的空
[ 4] ( 7 )
间里
, 个体公民化, 是处理少数族群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矛盾的最好方法。
从近年发生在我国的群体事件可以推断: 石首事件 如果发生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地区, 都
会被界定为 民族问题 。因为不确定的 民族问题 概念, 可以掩盖因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失却而导
致的地方政府与广大民众的紧张关系, 并把这种紧张关系巧妙地转嫁给国家层面, 地方政府逃避罪
责。同时, 民族问题 的帽子无形当中赋予了极少数不法分子一种政治名分, 赋予了他们 族群利
益代表 的身份, 这种名分并不是族群内部赋予的, 而是在处理事务过程中因扣上政治事件的帽
子, 是 他者 赋予的, 实与族群无关, 更是与民族宗教无涉。因此, 民族问题 的烙印使得少数族
群群体被污名化, 无辜的族群个体受到伤害, 并严重损毁族群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这样就使得是
非恩怨完全颠倒, 非但不能有效处理地方事务, 反而继续激化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潜在的矛盾, 使
执政党的形象蒙羞, 毁坏着 想象的国家 之形象。
马戎教授认为, 对于少数族群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 政府从 公民 这一
[ 5]

角度予以保障, 针对每个成员的具体情况采取个案处理的形式 。因此, 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
地区的问题, 不应在 主权 、 独立 等政治语境下人为的扩大化。近来的边疆事件是历史上潜在
的族群遗留问题的凸显, 更重要的是当下社会资源的占有、对经济利益的再分配等问题的矛盾激
化, 以及在族群交往过程中社会文化遭歧视问题的彰显。当然, 这种歧视的基础是 文化优越感
而不是 种族优越感 , 这种歧视性是族群之间长久以来积淀的客观存在, 并不是人们主观性的建
构。这种潜在的历史遗留问题随着时间的沉积, 在一定的场域中会借助某个具体的事件凸显出来。
显然, 与族群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是以个体成员和个案的社会问题为形式表现出来, 并不表现为以整
体族群为单位的政治问题。当然, 这种对资源、
对经济利益的再分配问题不仅仅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存在, 而是在任何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都存在的普遍现象。

三
在记忆与遗忘之间, 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国家预设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到了现在
[ 6] ( 16)
便化约成一项明显的事实, 那就是国家认同
。对于公民来说, 国家认同是建立在以宪法为准
则的基础上, 个体确认自己国家归属的心灵性活动。当然, 国家认同还意指个体对自己政治共同体
归属的确认以及个人对自己意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有何期待。在某种意义上说, 国家认同是所有
集体认同中最重要的认同。国家具有道德意义上的优越性。国家认同首先要有共同的连接基础,
一种是血缘和历史记忆, 一种是透过与他人共享某一公共空间或人际关系而形成的一体感。
22

国家认同与公民认同和公民身份息息相关。 公民身份指个人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
是, 个人应对国家保持忠诚, 并因而享有受国家保护的权利。公民资格意味着伴随有责任的自由身
份。一国公民具有的某些权利、
义务和责任是不赋予或只部分赋予在该国居住的外国人和其他非
公民的。一般地说, 完全的政治权利, 包括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 是根据公民资格获得的。公民资
[ 7] ( 236)
格通常应负的责任有忠诚、
纳税和服兵役。
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证, 公民 一词由 城邦 演化而来。按照亚里士多德对公民本质的解释,
城邦本来是一种社会组织, 若干公民集合在一个政治团体以内, 就成为一个城邦。 因而, 公民是
城邦的主人, 正是基于此, 在古希腊的公民文化中, 平等、和谐、公正、参与、
自由、
忠诚、善等人文关
怀都源于公民对于城邦的精神旨归。迈克尔 ∀ J. 桑德尔认为, 一个公民身份, 或者说有意义的公民
身份包含了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一种共同的认同, 是与人民之间的共同性, 是一种共同体感, 是
一种归属感。当我们讲到公民身份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讲到爱国主义, 讲到自豪感, 爱国主义和自
豪感就表明了公民身份中这样的一个方面。公民身份的第二个方面是声音, 声音是一种表达, 是对
[ 8]
意愿的有效表达, 或者说对公共问题的讨论作有效参与, 是对自我的治理及参与的自觉 。
就我国的社会和谐和族群关系来说, 公民社会的构建和公民身份的强化有重要意义。加强公
民社会和公民道德建设, 可促进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同时, 强化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 又
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当然, 公民德性不是天生的, 需要一套公民教育体系来培养和发展。有效的
公民教育体制, 是培养民众的国家整体观、
国家认同以及爱国主义的主要阵地, 也是民族历史教育、
世界观、
价值观养成的重要场所, 更是培育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良好 公民的主战场。
因此, 在公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构建中, 所有族群的成员都被视作平等的国家公民, 对少数族
[ 9]
群成员作为国家公民所应当拥有的各项权利, 政府从 公民 角度予以保障 。理想的状态为, 每
个族群的个体都是国家社会的公民, 他们不会因为个人族群身份, 先天地失去或获得某些机会和资
源, 也不会因为他 /她 的族群身份而自感优越或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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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 t: Though ethn ic group and nationality can be in terpreted as a kom un io o f im ag ination, they ex ist in d 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 rld w ith no exception. T reating ind iv iduals as c itizens is the best approach to hand le the contrad ic
tion betw een ethn ica l cu ltura l identity and na tiona l po litical iden tity. Strengthen ing c itizen identity is he lpful to re liev e the
conflict between ethn ic g roups and strengthen national iden 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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