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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与对话：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到
“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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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进化论思潮的流变所主导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理论，在“后现代转向”中面临着理论困境和表述危机，而由
后现代转向的解构性生发的反思与讨论，使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对旧有进化模式的省思中，具有新的理论转向的路
—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学理建构和理论表述，形成了一个需要引起学界关注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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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转向“在挑战和根除已确立的各种规范、实践、

态中寻找社会发展的逻辑内涵，而整合自然状态，并从自

理论和观看方式”
。在转向中，它“既产生碎品化、不稳定

然到社会状态的关联性阐释，就成为文化人类学家建构人

性、不确定和不定性，也产生发展出新的思考和行为方式

类学并使人类学科学化的合法性证据。在这些社会学思想

的兴奋和可能性”

的背景中产生了古典进化论的代表人物之一——
—摩尔根，

。后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后现

[1](P376)

代转向”
的一个阵地，在其理论话语的实践中，由挑战和反

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演进的单线进化

思带来的不仅仅是解构，也蕴含着一种“人类学理论后现

框架：蒙昧→野蛮→文明；杂婚→群婚→对偶婚→一夫一

代”转向的可能，这种转向的直接成果将是“后马克思主义

妻制；母系氏族→父系氏族；一权政府→两权政府→三权

人类学”的理论表述与学理建构。

政府→国家[2](P39)。从其理论阐述可以看到“自然状态－社会
状态”
的理论逻辑。马克思晚年认真阅读了摩尔根的《古代

一、进化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社会》，并作了详细摘要。此后，恩格斯撰写了《家庭、私有
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运用人类学进化论的研究成果，就

17 世纪的思想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
（1651）中

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作了阐述：蒙昧时代→野蛮时

指出的由“契约”所规制的人，由自然状态中“成千上万人

代→文明时代。每个时代又按照经济技术的发展水平分成

的冲突”的战争状态走向了社会状态的“国家”状态。这种

初、中、高 3 个阶段 [3](P17～154)。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滥觞

思想被 18 世纪的洛克、卢梭、孔多塞、圣西门以及孔德等

中，进化论作为本质规约的能量，从社会学中延续到文化

社会学者所继承下来。这些思想家的理论阐述都在社会状

人类学的科学建构中，在“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的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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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中，
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总结奠定了基础。

为代表的新进化论的作用。

19 世纪人类学的研究，在古典进化论思想主导下，经

塞维斯和萨林斯则将上述两种进化观整合，提出了普

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善到完善的过

遍进化与特殊进化结合的双重进化论，在文化生态的背景

程。德意志民族学奠基人巴斯蒂安，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

中完成系统生态观的进化论建构——
—这可以看成是人类

置于人类自身普遍的精神一致的基础之上，根据在世界各

学进化论的“二次进化”。各种文化为适应所处的生态与社

地考察获得的资料，发表了《历史上的人类》
（1860）等论

会环境，必然形成特殊化的文化形态，呈现出多种多样的

著，从反对摩尔根单线进化论出发，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文化生态。萨林斯认为：
“族群或地域的文化特性、文化本

“屡见不鲜的同类文化的形成，来源于人类基本心理特征

身以及血缘氏族文化组织的巨大变迁，都说明存在着无数

的一致性”[4](P356)，其理论不仅为进化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种文化类型。怎么会产生如此众多的类型呢？简言之是由

而且奠定了人类文化综合研究的科学基础。因《金枝》而在

于适应性变异，地球为人类生态所提供环境的多样性使文

人类学史上留下不朽英名的弗雷泽，明确了宗教与巫术的

[6](P19)
化呈现出千姿百态。”
塞维斯以社会组织联合的水平为

对应关系，区分了模仿巫术和接触巫术，揭示了作为消极

标准，以系统观划分出了 5 个社会进化阶段：
（1）由血缘和

巫术的禁忌概念，并提出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巫术－宗教－

姻缘建立的家庭纽带，能联合成采集、狩猎民族那种集群

科学的 3 阶段发展模式，
从而汇入进化主义的潮流。

的、较小型的单纯的社会；
（2）不以居住集团为转移的非地

20 世纪初，以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克利夫·布

缘性连带关系，能将若干集群社会统一为一个部族；
（3）生

朗等人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在运用“参与观察法”进行的大

产的专业特殊化、从事产品分配，并由此引起中央集权，能

量调查成果基础上，对单线进化论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二

联合像首领制社会那样更复杂的社会；
（4） 行使法律权力

战后，提出文化进化理论的怀特，倡导多线进化论的斯图

推进联合的国家；
（5） 依靠国家机构和分工网络实行联合

尔德、塞维斯和萨林斯，以及鼓吹文化唯物主义的哈里斯

的工业社会[7](P80～81)。1964 年，法国人类学者在莫斯科举行

等理论阐释的新发展，新进化论的思想开始在人类学中崛

的第七次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大会上，两次呼吁展开社会

起。这可以看作是单线进化论的思想在 20 世纪人类学的

发展分期的争论，引起普遍的反响。在这场持续多年的讨

发展中经历的一次“进化”—进化论的进化。
——
新进化论对

论中，提出了四阶段、五阶段和多元发展等各种观点，而与

单线进化论的简单模式作了重大修补，提出了普遍进化

新进化论的理论多有契合之处[7](P91)。

（单线进化）和特殊进化（多线进化）的观点。在单线进化论

那么，这些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有什么关系呢？

与新进化论之间进行比对，
可以归结出以下的范式转移。

虽然马克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家，其理论遗产中并

在社会进步原动力方面，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由古

没有专门的人类学著作，但马克思全部的理论活动都与人

典进化论的“人类的智慧”即技术的进步转向为“能量”与

类学传统及其发展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思想渊源联系。

文化生态的系统机制。摩尔根以其发展的程度为标准，将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人类

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时代的前、中、后期，野蛮时代的前、

学研究，写下了阅读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

中、后期和文明时代 7 个阶段。怀特则认为，
人类文化虽然

和菲尔等人所著人类学著作的大量笔记，而把他当时作为

千差万别，却仍有由低向高循序发展的总体线索。作为一

最主要任务的《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修订和出版工

个动态系统的文化形态，需要以“能量”作为其主要的推动

作放到次要或第二的位置上，直至生命的终点。马克思和

（1）利用
力。以能量为标准，怀特把人类文化的演进分为：

恩格斯根据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提出了历史唯物论。

身体能源的阶段：原始共产制；
（2）利用太阳能的阶段：旧

其原始的共产主义的概念，与“自然状态”—
——“社会状态”

世界、新世界交替的古代文明；
（3）利用地下能源的阶段：

的对照是同轨的，它的提出，就是以一种站在资本主义对

现代工业化国家。他进而提出，
“文化是利用能量的一种机

立面的方式来阐述。其观点却没有局限在古典进化论的单

[5](P354)
。怀特提出的这一理论主张，
可以看作是普遍进化
制”

一和线性上，而是采取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性批判的

论的一种总结，将“能量”概念运用到文化进化中，并以一

态度。在阐述人类的自然状态时，也有别于摩尔根等人的

种对比研究的视角对能量与技术进行文化进化的阐述，起

分散生活的自然状态，而是一种集体群居的自然状态。对

到了承接摩尔根的古典进化论和开启以塞维斯和萨林斯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思想进行历时性的梳理，我们更能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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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看出其中的联系与区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
1846）中，除提出人类进化的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
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4 个阶段外，还有对人类野蛮社会的抽

二、人类学的“后现代转向”与马克思主义
人类学的“后现代性”

象论述。在 19 世纪 50 年代他们对亚细亚共同体以及在此
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结构的理论，反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20 世纪 80 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人类学界、西

（1859）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和在《政治经济

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人类学界，其

学批判大纲》
（1858～1865）中亚细亚共同体的分析。这些

显著标志是乔治·马尔库斯和米开尔·费彻尔所著的《作为

分析，并不是简单吸取人类学进化论的观点，而是对照资

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学科的试验时代》、詹姆

本主义的发展，讨论“自然状态”的共同体是如何向阶级社

斯·克利福德和乔治·马尔库斯所编的《写文化——
—民族志

会化转向。马克思按照一种系统论的思想，对人类史进行

的诗学与政治学》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在人类学研究中引

分析，其理论建构的理念与人类学进化论思想的历时演进

起了表述危机的反思和范式转换的讨论。在马克思主义研

形成了一种理论对照和共时延伸的关系，都试图由简单的

究中，后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可能

线性模式向系统的整体模式进行挖掘。

性”为主体，作为一种政治冲动，贯穿于第二国际至今的马

学界常常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马克思

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史中。这一政治冲动随着《文化霸权

主义人类学的经典著作。但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公开出版而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

起源》中，
仅仅有 13 条关于人类学思想的批注，这说明《家

西方激进左派理论的重要主题，也在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远没囊括马克思晚年笔记中的

主义研究中逐渐受到关注。

丰富的人类学思想。从以下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马克思

西方人类学领域中的后现代主义反思，通常是以反思

人类学笔记所涉及的内容，无论是时空能量，还是基本理

传统民族志和倡导实验民族志为其主要特征，从文化人类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68 年，
论倾向，都超越了《家庭、

学宏大理论的建构转向对民族志的语体、风格、修辞等方

马克思开始研究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

面的关注。具体而言，人类学研究的后现代反思兴起于对

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史概论》。1873 年，
马克思着手考

—
人类学民族志的日记体写作的关注。日记体式的写作——

察了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阅读了尼·卡拉乔夫的

把人类学家在异文化中展开田野调查的经历作为民族志

《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以及其他相关著作和专论。

文本的写法早在 1950 年代就已出现。1955 年列维 - 斯特

1876 年，马克思又阅读了毛勒的《德国马尔制史》、
《德国

劳斯的《苦闷的热带》、鲍文（Elenore Bowen）1964 出版的

领主庄园制度史》和《德国乡村制度史》。1876～1878 年

Return to Laughte、
1967 年出版的马林诺夫斯基的《严格意

间，马克思还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土地制度》、乌

义上的日记》，都对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的人类学家的

蒂塞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卡尔德纳斯关于

个人心态有较为全面的反映。1971 年杜蒙特的《头人与我》

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著作以及克雷马齐的《印度法和

和 1977 雷宾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开始反省并提

法国法比较》、索柯洛夫斯基的 《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

出了田野调查的认识论问题，有意识地对人类学家所处的

要》等。1879 年，
马克思仔细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

文化场与他者文化碰撞的事实进行阐述。这种有意识的人

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1880

类学家的日记反映，以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为先导，1980

年，马克思潜心研究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1881～

年克拉潘扎诺的《图哈密》、
1982 年德怀尔的《摩洛哥对话》

1882 年间，马克思又搜集和阅读了大量的人类学著作，其

等通过对人类学的批评反思，试图让民族志者——
—“我”
，

中包括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

从文本中凸显，把“我”自己作为解释的对象。

源和人的原始状态》、莫尼的《爪哇，怎样管理一个殖民地》

在对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和人类学解释性等问

和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等。通过大量阅

题的重新思考背景下，出现了 1980 年以来对民族志文本

读，马克思在这些注释和笔记中，一脉相承的是进化主义

的分析、解剖和批评的潮流。1986 年出版的《写文化》和《作

的人类学思想，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建构的实践基

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把人类学民族志文本特别是文本

础和学理保障。

的“写作”、
“表述危机”的讨论推向高潮。美国当代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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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马尔库斯、费彻尔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中，认为

阐释，把主导生产方式和附属生产方式作为联结社会经济

当今的各门学科，包括哲学、社会学、法学、艺术与建筑学、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要方式。人类学家葛德利尔又对经济

新古典经济学、甚至物理学与数学等自然学科，都不同程

“这种先后秩序应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主从关系提出质疑：

度地面临着“共识危机”和“表述危机”的挑战，不同程度地

该怎样理解？是不是应该像马克思的一些方程式表示的或

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调整与变化。危机，
意味着困境，
但也暗

像他的信徒们惯常诠释的那样，先后秩序意味着一切不属

示着新的可能。实验民族志的登场就是人类学在危机中反

于经济范畴的社会现象，包括亲属关系、权力形式、各种制

思的可能性尝试。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总结了西方民族志实

度和宗教表达最终都是由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新物质条件

验的历史，他们把这些实验文本分为 3 类：心理动力学民

[10](P346)
其中的主导元素，不一定是经济，
的发展而产生的。”

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和现代主义民族志[8](P75，P83，P101)。与传

而可能是政治或信仰[11](P430)。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对经济基础

统民族志相比，实验民族志表述从对他者异文化转向对我

与上层建筑的新阐述，在人文学科的后现代反思背景下，

者体验的关注，以整体观对田野与文本的作者与读者进行

呈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后现代性”。这种后现代

关注，以第一人称的“我”
对“他者”
的文明进行叙述。

的反思与文化人类学学科对田野民族志方法论的全方位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反思，是随着 20 世纪 70 年

批判一道，成为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一个特征。

代中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开始逐步迈入后工业社会
开始的。由于转型期所带来的社会极度分化，以及当时左

三、“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转向：边缘对话

翼社会抗争运动受到的重大挫折，一些学者开始对传统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纲领及策略提出质疑。同一时期，
“后现代

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语境中，在以对实验民族志为代

主义”思潮的兴起为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个全新

表的解构反思中，包含着强烈的“对话”期望。只是这种对

的理论分析平台。后马克思主义便是这种理论尝试的重要

话因阐释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内涵。在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看

成果之一。恩斯特·拉克劳和钱达尔·墨菲的研究，提出了

“对话”可能被望文生义地做出不合理的解释，也可能
来，

以“偶然性”
为核心概念，将“接合”作为基本手段的“话语”

被错误地归结为哲学的抽象。不过，它也可以指如下的实

分析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经济决定论”及“阶级

际努力：给予文本表现不同洞见的空间，促使阅读成为多

决定论”加以解构。在他们看来，
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

维视角的运用[8](P102)。他们力主民族志写作必须向多元化的

动已不能仅仅局限在工人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之上，

声音敞开心扉，允许民族志叙述显现观点的多样性 [12](P225)。

而是应通过多元的民主诉求来抵抗资本主义制度，以“激

斯蒂芬·泰勒在《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

进民主”的方式最终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

神秘的记录》中认为，后现代民族志赋予“话语”高于“文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转变，后马克思主义在表述中更

本”的特权，它拒绝“观察者 / 被观察者”的意识形态，认为

注重其解构性，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

没有什么是被观察的，也没有谁是观察者，只有将民族志

的发展，
体现了一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主从关系

的语境理解为协力创造故事的语境，在一种理想的形式

的解构，
解构成为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范式转变的一种可

中，将会产生一个多声部的文本[13](P167)。对话成为人类学后

在二战后，
就出现了以列维 - 斯特
能。而在人类学研究中，

—反思——
—建构的一个途径。在对民族志的写
现代解构——

劳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在其学术生涯的总结

作和文化批评上，期望通过“对话”的叙事，反映被研究者

“马克思主义对我来说，与
中充满了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

的内心世界，从多种声音的对话模式和写作方式上对宏大

地质学和精神分析学一样，是我从事研究的方法……全部

理论、整体观、客观真实性进行反思，对人类学作者主体角

这三个方法都说明，所谓解释，就是把一种现实归纳为另

色进行凸显。

一种现实；而真正的现实决不是那种最明显的现实……归

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人类

根到底，谈的都是一个问题：理性和知性之间的关系”[9](P11～

学，在后现代语境中，同样面临着“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12)

。结构主义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终结点的一致，
以

转向的理论建构问题，只是这种建构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的

及对哲学家阿尔杜塞社会理论模式的借鉴，使法国结构马

后现代反思相对比，具有双重理论背景。一是如何在后现

克思主义学者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并做出了超越进化论的

代主义人类学语境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相接轨的

8

话语；二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话语

构，就是消解语言和内容的二元对立的结构，而不是把语

中找到与人类学研究对话的支点。基于这种双重背景的转

言像拆机器那样拆开来，逐个检查它的每一个部件，然后

向需求，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向“后马克思主义人

[15](P9)
。源自解构的后现代语
再重新装配成事物原来的样子”

类学”转向的
“边缘对话”
理论。

境，其实质在于新的建构，而从文化边缘开始的对话，就是

“边缘对话”的理论出发点在于从文化的边缘地带入

新的建构的尝试。这里所阐释的“对话”，有别于人类学理

手，引入对话机制，使文化的反思与解构在建设性的对话

论后现代反思的人类学家及其文本建构中的“对话”策略。

中，建构新的创造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研究的

而是一种理论视角的“对话意识”。
“对话意识”以对话式的

“后现代”反思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学研

交谈为原型，但不限于语言的交谈，它超出了语言交谈的

究的后现代转向，而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人

范围，试图破除种种二元对立造成的封闭和沉闷，与非对

类学这对理论范畴的文化边缘，通过对话机制的引入，我

话的形而上学决裂，与一种发展、创新、开发的意识联系，

们可以从“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入手，对马克

追求一种开放和自由的境地。我们期待后马克思主义人类

思主义人类学的世纪发展提出新的可能。这种思考不是理

学在文化边缘的对话意识中有新的突破。

论的简单混合，而是以一种“两极联合”
、
“阴阳互生”的观
念，来审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发展。因为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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