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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的运作方位
＊

翟学伟

提要:报的运行及其结构在相关研究中几乎一直是一个空白。其原因是
它的含义被交换理论之发展所掩盖。报所具有的交换方式要求在一种社会
与文化的封闭系统中运行 , 从而使其在稳定性 、原则和层次性等方面都表现

出自己的特征。而这一要求同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之间保持着高度的
一致性。但由于儒家偏重的仕途理想似乎更关注于一种开放性的交换方式 ,
进而倾向于一种与报相对应的价值倡导。比较而言 , 此种倡导终难抵挡报的
强势作用 , 进而造成这种封闭性的交换方式仍是中国社会关系中最为现实的

基础。
关键词:报　封闭性结构　非物质性交换　欠的交换原则　信与义

报在中国社会既是一个常见而重要的概念 ,也是一种比较核心的

文化观念。它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进程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

色 ,其社会和文化意义绝不亚于人情 、面子及关系 。但遗憾的是 ,这样

一个重要的概念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却没有如关系 、人情 、面子等这几个

概念研究得那么充分 ,仍处在有待挖掘的地步 。20世纪 50年代 ,就职

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已故著名史学家杨联 (1914-1990)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编的《中国思想和制度》一书中率先用英文发表了《报

———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1957)一文 。虽说此文揭开了此项研

究的序幕 ,并在学界多少有些回响 ,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为此邀

请杨联 又作了一次同题讲演(杨联 ,1987),而台湾张老师辅导中

心与张老师月刊编辑部在其举办的“中国人的心理”系列讲座中也将此

列为第一论题(顾瑜君 ,1980)等 ,但至今却罕有专题论文发表。就目前

可以查到的成果来看 ,正式以此概念为题发表的论文只有文崇一的《报

恩与复仇:交换行为的分析》(1988)一篇。可见整整 50年过去了 ,序幕

尚未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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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总结个中原因 ,也许同西方社会学 、心理学和人类学领域

中的相关研究异常活跃有关。就目前的研究趋向来看 ,报的研究在社

会科学领域中大致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归为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和社会

资源两种理论范畴(文崇一 ,1980 、1988;黄光国 ,1980),随着这两个领

域正在同社会网络理论相融合 ,估计难得会有学者再把它单列出来进

行研究了 。另一方面 ,就本土化的研究情况来看 ,报的研究正融入为中

国人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它同人情 、面子 、关系 、情感等

一起构成了我们对中国人关系运作或行为方式的混合性理解(翟学伟 ,

1999;黄光国 , 1988;金耀基 ,1988;许 光 ,1979 、2002)。这样的整合研

究虽有其自身的道理 ,但我还是认为上述两种研究路径都不足以认识

报作为一种本土概念的精妙所在。我以为 ,从目前的研究局面来看 ,西

方相关理论所能包容的是其重叠的或可以涵盖的部分 ,忽略的是对报

的独特部分及其在文化意蕴中运行的探讨;而本土研究虽然重视了报

的文化与道德内涵 ,但却忽略了它所能担负的独特的理论性贡献 。

一 、报与交换:不同的研究取向

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看 ,报的确有交换的含义 ,但这种含义在很大

程度上更接近于交换理论形成初期的人类学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研

究及社会学家霍曼斯(George C.Homans)所提倡的那种社会交换 ,而不

近似于后来越来越精细化的社会学家的有关理论 。那么霍氏的观点是

什么呢 ?他认为 ,交换是个体所获得的酬赏或惩罚。他的这一观点来

自于行为主义心理学中对于人和动物有关趋利避害的研究(特纳 ,

2001 1998:275)。因此站在这一生物学和心理学的立场上看 ,无论从动

机还是行为上讲 ,交换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基础 。但与此同时 ,也正是在

这一立场上 ,社会学家所建立起来的交换理论总是被用来解释人类一

般性的交往活动 ,而对交换活动的类型和文化特征有所放弃(戴维斯 ,

1998)。这点在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研究的“库拉圈”

被后来的社会学家将其趋同为一般交换原理的做法中可以略见一斑 。

其实我们知道 ,所谓理论的解释力大概有两种方向。如果希望一

种理论对人类的行为有解释力 ,我们往往会高度地抽象我们在经验研

究中所得到的结论。但结果是 ,这种理论越符合人类活动的一般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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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就会越远离人的历史性 、文化性和情境性 。我称这种理论的解释方

向是广度上的解释 ,绝大多数西方社会学理论包括交换理论就是这样

的理论。另一种方向则关注于对所研究现象本身的解释 ,其目的在于

搞清楚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个群体或有一部分)的人会有这样的思维及

行为 。显然我们这个时候拿出一种一般性的理论是不足以回答这样的

问题的。理由很简单 ,一般性的理论对于一种具体而鲜活的现象的解

释有泛泛而谈之嫌。为了针对性地解答一个具体问题 ,我们需要一种

契合性强一点和抽象程度低一点的理论 ,比如库拉圈理论就是对特罗

布里安岛居民的交换行为的解释 。我称这种解释力方向是深度上的 。

关于这两种解释方向之间的张力 ,似乎是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争

论的话题 ,比如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就认为社会学和心理学

的那种抽象性的理论和方法无法给我们当下提供什么有效的解释力

(格尔茨 ,1999 1973:28),而社会学家也许认为人类学同民族志走得太

近 ,不能建立起一般性的理论模式 。或许目前学界讨论较多的地方性

知识 、类型学 、中层理论或本土研究则是一些新的研究方向 ,它们希望

建立起一种既脚踏实地又具抽象力的理论。而报同交换之间正是这样

一种研究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只有交换的研究才可以更本质地揭示人

类社会中的交互行为 ,那么报的研究不受重视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

认为报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看清楚中国人的交换或互惠模式及其运作

特点 ,那么报的研究就会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我们承认 ,交换研究在一

般意义上已经概括了很多报的内涵和外延 ,但我们仍然需要对报进行

研究是因为我们仍需要对中国人自身的交换方式有所了解 。而通过这

种了解 ,我们还会发现 ,以往站在交换理论的立场上看到的许多原则同

报之间存有一定的差异 ,我们不但不应该抹平这种差异 ,反而应该以此

为切入点来展开对其自身的运行规则的思考 。

那么同交换研究相比 ,报的研究有哪些地方需要给予特别的关注

呢?首先我认为中国人所讲的报的含义中既有许多具体而真实的对

象 ,也有很多具体而假想的对象。无论哪种对象 ,中国人要想从中获得

回报不但要有足够的耐心 ,而且还要有非常强的想象力 ,因为中国人是

用关联性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安乐哲 , 2002)构筑其社会和宇宙观

的。其次 ,在这一系统中 ,我们很难像交换理论那样 ,把报假设成一种

理性的选择。如果在这一点上发生争论很可能会没有结果 。西方理论

认为 ,一些非西方民族和信仰中的人的交换方式看似不同 ,但最终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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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代价和回报之间做出理性的计算 ,否则一个体没有付出的理由(斯

达克 、芬克 ,2004 2000:104)。但站在本土的立场上看 ,无论个体对于真

实对象还是假想对象有所付出时 ,他都不会必然得到收益性的回报;即

使有 ,也是补偿性的或解释性(归因)的 。由此 ,我们很难判断这是理性

还是非理性的。再次 ,报固然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 ,但这不意味着中

国社会中没有同报相反的价值和行为特征 ,这一点同交换研究也有重

要的区别 。也就是说 ,我们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可以看到有一种相反的力

量同报共同支撑中国人的社会关系 ,但如果我们把这股力量放回到交换

里面来关照 ,则无法找到其对应性。最后 ,我想提出来的是西方早期社

会学家在讨论交换时本有道义方面的讨论(莫斯 , 2002 1925;齐美尔 ,

2002 1907),而当交换理论逐渐成熟时 ,这部分的内容就少有人问津了。

但研究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报 ,不涉及道义是不可能的。

由于以上问题相当复杂 ,我在这篇论文中只能以报的运作结构与

机制作为研究重点。我认为 ,以往相关论文和研讨更多的是从人文和

历史的角度进行描述 、分类和阐发的 ,它们虽含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意

识 ,但尚未在学理上找到报的运作方位(而这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上是首

要且关键的 ,也是我们判定其研究取向的标准),更无力将已往那些看

似庞杂的观念 、日常行为及各家之言(包括成语 、谚语 、熟语等)整合成

一套较为完整的运行图式 。而这却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 。需要说明

的是 ,虽然我这里不准备对上述提及的关注点一一作答 ,但会在下面部

分地讨论到它们 。

二 、报:封闭性的交换方式

报在中国文字中有应答 、回应的含义。如《集韵·号韵》 :“报 , 答

也。”《字汇·土部》 :“报 ,答也 ,酬也 。”杨联 在研究中也将报总结为“反

应”(杨联 , 1976 1957),后来他又找到了两个英文单词 reciprocate 和

retribution来做对照 ,意思表示为还报和报应 ,进而他亦流露出可以从

行为主义心理学中的刺激 —反应和历史学家汤恩比(Arnold J.

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挑战与回应”中看出更博大的问题

(杨联 ,1987)。显然 ,这种思路同我上面所讨论的报与交换一样 ,是

想把报回归到人类的一般行为或文化模式中来研究 。但在我看来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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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种研究思路得以贯彻 ,我们非但不能提升报的研究意义 ,而且还会

使报的研究失去意义 。杨自己也认为 ,比较而言 ,中国人更多地是在社

会关系中使用这个含义的(杨联 ,1976 1957;1987)。报在中国文化的

含义中虽有应答之意 ,但这应答不是泛指性的 ,不是针对所有的刺激和

反应模式而言的 ,而往往同馈赠和礼仪(祭祀)相联系 。这一点已被许

多人类学的研究和中国古籍文献记载所证实 ,同时也很容易被当作初

民社会的通则来看待(莫斯 , 2002 1925)。早在几千年前 ,中国就有“投

我以桃 ,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抑》)及 “投我以木瓜 ,报之以琼琚”

(《诗经·卫风·木瓜》)之说法。

这里可以比较的地方是 ,礼物的往复或流动 ,无论有以示友好的含

义 ,还是含有象征的意义 ,无论是体现礼物自身的价值 ,还是反映出送

礼者的身心之融入 ,其重要的特征大都有以物化(或资源化 、象征性)形

式来表现的倾向 。而中国人所讲的报既有物化的方面 ,又有非物化的

方面 ,或者有将物化作非物化处理的倾向。我认为 ,研究报的非物化方

面 ,是我们理解报的意义的更加本质的方面。比如《史记·范睢蔡泽传》

中的“一饭之德必赏 ,睚眦之怨必报” 、民间常说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及

《论语》中的“以德报怨” 、“以直报怨”等都说明报的理由不一定是由物 、

资源 、象征等引起的 ,也不一定由馈赠发生的 ,它可以源于善意或恶意 ,

也可以源于感激或怨怼所引起的反应。而在中国词汇中 ,报最为常见

的词语搭配就是“报恩”与“报仇”。这两个词语无论怎么解释 ,同馈赠

或礼物都没有什么关系。回到行为主义心理学上讲 ,非物质性的报大

致等同于一个人在行动或事件的结果上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或坏处及有

利与不利 ,有心理化 、道德化和观念化的倾向。当然 ,一个人的利弊可

以来自于一种物质性或符号性的互惠(比如礼物或金钱),也可以来自

一种对动作 、行为或事件(比如给面子 、赏脸)的理解及评估 ,甚至可以

来自一种人生的态度或价值观(关于这点下面还会讨论)。由此 ,我们

可以说 ,报的常见用法是同馈赠相联系的 ,但它在中国文化中有更广泛

的含义 ,这含义是馈赠 、礼物或一般性的社会资源研究所不能涵盖的 。

那么如何在这种看似漫无边际的交换思想和活动中寻求到它的指

向性或运作的方位呢 ?在这一点上 ,以往的研究者显得疑惑或不做考

虑。我认为凡是在中国社会可以运作报的地方都有把交换封闭起来的

倾向 。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因为回报或还报的最重要特点是它要有至

少一次以上的循环。如果报的系统是开放的 ,那么就只会发生给予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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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付出 、交易或酬谢等行为 ,但未必会出现报答。封闭结构的最大特

点是报的指向性会有一个比较明确而固定下来的反应对象 ,作为一种

事前的社会投资或事后的社会奖惩 ,如果对象不明确或很容易消失 ,那

么施与者就不知道自己的投资或回报在哪里 ,反之 ,回报者也找不到给

予者在哪里。所谓“饮水思源” ,“吃水不忘挖井人”或“冤有头 ,债有主”

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说 ,报的行为之所以可以发生 ,首先是因为它

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中可以寻求到明白无误的 、可以有所指望回报的对

象 ,所以其发生的起始点是特殊主义的(杨联 , 1976 1957;翟学伟 ,

2005a)。但如果细审这一封闭结构的边界 ,我们又会发现这种封闭结

构的边界很难限定。因为中国人那种由近及远的差序关系 ,在扩展完

其现实的社交圈后还会想象出许多虚拟性的或虚无缥缈的交换对象 。

或许是这个原因给人造成了报的结构很难封闭或不着边际的印象。其

实只要理解了中国人信仰中的天人感应 、来世观念(余英时 ,2005:140)

和轮回观念(未必来自佛教的)(李亦园 , 2004:11),就会明白 ,即使是虚

拟的对象 ,其结构也不是开放的。

当一种封闭的结构形成之后 ,施报双方的交换方式表面上看是在

礼尚往来 ,但其所形成的法则具有潜在地稳定住这个结构的功能 。就

普通的交换行为而言 ,交换结构的稳定性是无需强调的 ,因为只要确保

交换过程和结果的公平 ,人们既可以决定再交换一次 ,也可以终止交

换。假如我们发现等价交换同样可以稳定交换结构 ,这并非意味着其

运作机制本身具有这种潜功能 ,而是说公平原则容易使得交换者乐于

重复这种交换 ,或许它还有降低交换成本之功效。而如果交换结构要

确保其自身的延续性和稳定性 ,则需要让这一结构再生产出一种依赖

性(依附性)关系来。从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 ,影响交换结构性依赖的

研究有两种方向 ,一种是西方交换理论讨论得比较充分的社会有价值

资源的控制问题 ,也就是交换过程的不对等问题。交换理论认为 ,在双

方交换资源不对等的情况下 ,控制资源的一方可以长期而稳定地控制

另一方 ,从而造成了人们地位上的不平等和权力依附的关系(布劳 ,

1988 1964:138;Emerson , 1981:45)。另一种依赖则是中国式的(其他前

工业社会也有),它主要是通过双方在交换过程中不停地“欠帐”或“欠

人情”来实现。所谓欠就是说交换者在一次交换完成后会有意地制造

有价值剩余物 ,形成另一方的债务感 。但由于交换双方都在有意强化

彼此关系 ,因此每一方也都无意一次性结清 ,而是继续制造对方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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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如果借钱的一方忘记

或不想还钱 ,被借一方是不好意思开口要的 ,好像要回自己的钱反倒是

在得罪对方。有时不提醒 、不急于要或对方归还时做出拒绝的姿态反

倒更心安理得一点)。从这一原则出发来看 ,我们会发现报未必意味着

受益 ,它更加具有亲和 、稳定关系或被牢固牵引住的倾向。相对而言 ,

非物质性的报偿往往更容易实现这一点 ,因为作为行动或事件所带来

的收益是说不清楚其自身的价值的 ,这就造成了双方之间会对以往事

件及其结果做反复地评估或道德上的归因 。有时 ,评估的差异导致了

对还报的不同理解 ,也造成了互相指责的可能 ,诸如不识好歹 、好心没

好报 、忘恩负义 、恩将仇报之类 ,这是中国人际关系的复杂化或产生潜

在冲突的来源之一。但这些复杂性或冲突是个人需要应对或调整的问

题 ,它并不因此而导致中国人选择其他种类的交换形式 。总之 ,中国人

不愿意用短期内算账的办法来间断性地维持彼此的关系 。显然在报的

关系中 ,帐是算不清的。算账 、算总账 、“秋后算账”等话语在中国社会往

往用在表示绝交或者反目成仇的时候 。

封闭式的交换结构的另一个特点是 ,它既可以是前定的(先赋的),

如亲属网络 ,也可以是参与的结果(获致的),如熟人网络。无论哪种情

况 ,交换者将会无选择性地被卷入到报的运作过程中去 。换句话说 ,由

于这种结构不给参与者退出的权利 ,进而导致报不是一种个体理性的

或对自身有利的选择 ,而是一种义务 ,它迫使中国人在交换(送礼)过程

中常会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心理压力 。但无论参与其中的个体显得多么

地不情愿 ,随着他已被该系统再生产出的互欠性机制牢牢地套住 ,他也

就参与了该结构中的资源再分配或关系状况的一系列变动 。比如按照

报大于施的交换原则 ,一个农民的儿子过周岁生日大办酒席 ,该农民会

清楚地知道他这次回收的出礼数额会大于他的招待费用 ,抵消必须消

费掉的部分 ,这一轮交换他是赚了 。但他也知道 ,他也由此被引入了报

的关系循环之中 ,因为每一出席者都有理由寻找至少一次类似的机会 。

这样一来 ,单是一轮挨个下来 ,他不但未赚 ,更大的可能是赔本 。这就

是所谓的还人情债。由此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出现了 ,从理性上看 ,一

个人要想在回报中有所收益 ,他或者应回到非延时性的公平交易上来 ,

或者要求尽早打破交换过程的封闭性 ,或者不再参与这样的活动 。但

我们发现 ,这种理性的要求之所以得不到贯彻 ,或许是因为没有人可以

退到圈子外面来寻找这种合理性(而圈内人看到的机会只能是增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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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更多的请客机会 ,比如同等条件下 ,生三个儿子就比没有生儿子的

机会要多);或许是他由此破坏了报的游戏规则 ,诸如延续性中断;轮流

机会失去均衡;交换次数递减 。可见 ,在一种个人没有退出权利的封闭

生活圈中 ,维持一种结构上的平衡而稳定的关系(“和无寡 ,安无倾”《论

语·季氏》)要比任何一个体单位受益最大化更重要(翟学伟 , 1996)。①

如果这时一个体仍然只顾自我收益 ,而放弃后面的回报义务 ,那么这个

圈子就会宣告他的做人失败并受到孤立 。中国成语“无地自容”正是表

达了做人失败后无处逃离的窘境。结果 ,这种交换方式别无他法 ,只能

没完没了地滚动下去 。而促使它运作下去的力量不该是来自理性 ,而

是靠情理(翟学伟 ,2004)。由情理支配的交换方式 ,其目的不在于一报

还一报 ,而在于建立人际或人生的“相互性的”(即非单边性的)或义务

性的人情或互助关系。② 在实践并维持这种关系中 ,一个人是很难拒

绝另一个人的要求的 。为了还报 ,人们很容易发生非同类别资源间的

交换 ,比如受人钱财 ,不被要求“还人钱财” ,而是要求“与人消灾” ,万不

得已可以以命相抵。中国人所谓“两肋插刀” 、“赴汤蹈火” 、“肝脑涂地”

或“来世做牛做马”都有这样的意思。至于那些还不起的报 ,仍不会引

发该结构的开放 ,而是出现更高一级的还报方式:“大恩不言报” 。这里

的“不言报”显然不是说可以将以往所欠一笔勾销 ,而是说人们已无需

在人际或人世间考虑具体的偿还方式 ,应当进入观念世界去领悟善(积

阴德)的力量或信鬼敬神的益处 。尤其在佛教进入中国以来很多关于

报的故事都是在这一层面上展现的 。

三 、报的社会与文化建构

如果我们得出报的义涵是由封闭性结构引起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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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近来一项实证研究支持了我的这一推论(钟涨宝等 , 2002)。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中国家道的盛衰过程中。在中国历史上 ,凡是家大业大的家庭大都
免不了衰落的下场(许 光 , 2001:2)。撇开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的因素 , 富不过三代是

中国家庭经营方式的铁律(陈其南 , 1987:131-140)。这种同报的运作方向看似雷同的现
象其实都说的是一个相同的道理:中国社会把一种结构上的满足(如父子结构和平均分

配原则)看得比理性的经营更重要(翟学伟 , 1995),把一种延续的 、仪式上的内容(比如家

谱)看的比实际利益重要。但这又不影响中国人在其他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中把获利和
实惠看得尤为重要。



需要探讨这个封闭性的结构是哪里来的 ?它的社会和文化上的不同层

次在哪里 ?其实只要我们考察一下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就会发现 ,这

种交换结构同中国社会结构是极为吻合的。因为农耕文化的最主要特

点就是《老子》所描述的“鸡犬之声相闻 ,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这样

的社会生活里 ,土地的不能移动与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使得一个家庭祖

祖辈辈都生活在一个地方 ,并由此而衍生出家族 、宗族和村落。如果不

是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 ,比如战争 、洪水或饥荒等 ,中国人发生社会流

动的可能性很小 。由于这种生活方式的限定 ,中国人的家庭和村落生

活几乎是中国人的全部生活。这将意味着 ,一个体一生所交往的人是

相对固定的(开始是家中成员 ,结婚后会随之扩张一批人 ,再固定下

来)。邻里是固定的 ,因为宅地和田地是固定的。一个人一生中的几个

重要的礼仪以及这个礼仪会有哪些人参加也是固定的 。

在既定的交换结构中 ,中国人行为上的报可分为三个层次:送礼与

还礼;行为或事件上的互惠或互助及信仰上的祈求与保佑 。《礼记·曲

礼上》中所说的“太上贵德 ,其次务施报 。礼尚往来 ,往而不来 ,非礼也;

来而不往 ,亦非礼也 。”其实说的是后面两个层次上的报 。因为这里的

德和礼本有天授 、礼仪 、礼节之意 ,它们在交往中的作用很像莫斯在《论

馈赠》中讨论的“道德 、荣誉 、义务和处罚”的混合体 ,而现在礼尚往来一

词则更多地指上述第一层次的交换。因此 ,送礼在中国的传统和现代

都十分普遍 ,其自身的意义随着时代的演进也在发生着变化。特别是

它同西方交换理论 、寻租理论及有关腐败问题的讨论都有密切乃至相

吻合的关系 ,我在这里不再讨论。

关于第二个层次 ,我认为它是我们研究中国人报的思想和行为的

关键 。为了弄清楚这一层次的报 ,我们首先需要研究两个比较重要的

概念:恩与仇。恩在中国文化中的含意往往是体察出来的。它的含义

通常在字面上表示恩惠 、恩典 、恩情 、恩赐 ,其意思都是说一个人得到的

好处而产生的感激之情。但它使用的语境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上给

予下的好处。我们知道 ,中国社会非常讲究人的地位高低 ,所谓下对上

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应该的 ,即符合日常的或儒家的规范 ,比如孝和

敬。但如果是上对下给予某种优待或好处 ,就是难得的 ,让人感激涕零

的。这时我们就会用到恩这个字。二是由此引伸出的一种含义是 ,意

外的 、难得的 、超出预见的或令人感动的好处都可以用恩这个字 。于是

中国人的恩通常用来表示得到了一种重要的 、重大的 、关键性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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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或支持。细审这两种意思 ,我们可以发现 ,常态的恩情来自不同的

阶层 、贫富家庭或强弱者之间的正向支持 ,而非常态的恩惠则可以来自

它们之间的负向支持 。家道败落 、英雄落难 、路见不平 、救人一命等都

是导致仆人 、部下 、路人 、郎中等下层人反过来成为恩人的机会 。所谓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说的是有恩必报 。其实中国人常说的报恩 ,不是

日常的小恩小惠 ,而是大恩大德。从逻辑上讲 ,小恩都要重谢 ,那么大

恩怎么办呢?这就回到了我们上述的稳定结构里面去了 ,那就是要永

世不忘 ,世代地报答它。这里面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说清楚 ,那就是

什么才算是大恩 ?按照经济学的说法 ,是不是越贵重的 、市场价值越高

的东西就越算是大恩 ,比如今天中国人喜欢送大礼是不是大恩呢 ? 其

实作为一种行为和事件的交换 ,关键的地方不在于是否昂贵 ,而在于是

否解决问题 。像“一饭之恩 ,千金以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显然给

一个要饿死的人吃一碗饭比任何贵重物品都解决问题 ,而得救者也不

会还给他两碗饭来表示感谢。

我们再来看仇。如果说恩惠来自于一个人得到的好处 ,那么相对

应地看 ,仇就是一个人得到的坏处 ,即前者为利 ,后者为害。仇往往指

因为作恶或伤害而引起的仇恨心理 ,其中包含了怨和冤 ,而作恶者则被

称为仇人 、冤家等。中国文化对于因仇引起的报仇雪恨动机与行为的

看法有含混之处 ,“以德报怨” 、“以直报怨”及“一笑泯恩仇”同“不共戴

天” 、“有仇报仇” 、“以牙还牙”等所倡导的价值有所不同 。它们在中国

历史上都有所表现(文崇一 ,1988)。显然用交换中的欠的原则(你敬我

一尺 ,我敬你一丈)来解决仇恨的问题 ,会导致复仇的升级和扩大 。这

样下去不但没完没了 ,而且会变本加厉 ,构成一种报仇的循环结构。而

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一语 ,通常是用来劝人们就此罢手 ,以便尽快地

开放这个结构。为了防止复仇事件的恶化 ,中国历代都有法律限定 ,只

不过政府的作为阻挡不了这一长久的社会风气(瞿同祖 ,1981:65-84)。

中国人在信仰上的报应观念是一种最为复杂的还报系统 ,显然不

是几篇论文能说清楚的。我在这里想讨论的问题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

了保证交换系统的封闭性和稳定性 ,中国人在信仰观念上会将日常世

界对应性地投射到幻想世界 ,这也说明中国人的不同层次的报之间是

连续的 、相通的 。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 ,中国人将其日常生活期望求得

回报的诸方面(诸如求子 、求福 、免灾 、祛病等)都同一个个虚拟的 、寓意

明确的神灵挂起钩来 ,以便在满足不同需要时都会“有求必应” ,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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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临时抱佛脚的功利倾向 ,也折射了人间较细密的社会分工 。比

如灶神(灶君 、灶王爷)就是中国民间广泛流行的神 。按照道教的观点 ,

它是天帝派驻下方的全权监察代表 。《集说诠真》引《敬灶全书·真君劝

善文》 :“灶君乃东厨司命 ,受一家香火 ,保一家康泰 ,察一家功过 。每逢

庚申日上奏玉帝 。终月则算 ,功多者 ,三年之后 ,天必降之福寿 。过多

者 ,三年之后 ,天必降之灾殃。”由此看出福寿是中国百姓最为期待的生

活状态 ,传统中国的图画和塑像作品中最为常见的是福禄寿三星形象 ,

中国不少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将他们悬挂或供放在堂屋中间。虚拟对

象的确定性似乎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开始初民们只知道祈天保佑生

活的平安(王国维 ,1997),到了汉朝直至唐宋 ,许多形象才开始定型 ,说

明了中国人还报系统中虚拟对象的逐渐成熟和发达。而天地君亲师的

概念也是在宋朝形成的(余英时 ,1998)。就中国本土信仰体系而言 ,报

应的文化系统可以用中国婚礼仪式中的拜天地的体系来表示 ,所谓一

拜天地(虚设交往系统)为第一层次的报答(诸神信仰在此系统中),二

拜高堂(上下交往系统)为第二层次的回报(祖荫庇护 、积阴德在此系统

中),夫妻对拜(平行交往系统)为第三层次的互惠(亲属 、乡民间的礼尚

往来在此系统中)。梁启超认为:“《论语》说 , `非其鬼而祀之 ,谄也 。'

`其鬼' 和`非其鬼' 的分别 ,和西洋人的看法不同。意思只是鬼神不能

左右我们的祸福 ,我们祭他 ,乃是崇德报功。祭父母 ,因为父母生我养

我 ,祭天地 ,因为天地给我们许多便利 ,父母要祭 ,天地山川日月也要

祭;推之于人 ,则凡为国家地方捍患难 、建事业的人也要祭;推之于物 ,

则猫 、犬 、牛 、马的神也要祭。只此 , `报' 的观念便贯彻了祭的全部分 。

这种祭法 ,和希腊 、埃及的祭天拜物不同 。他们是以为那里面有甚么神

秘 ,乃是某神的象征 ,并不因其有恩惠于人而去祭他”(梁启超 , 1998 

1922:285)。在中国历史上 ,报的文化系统越变越复杂是因为从汉朝 ,

特别是魏晋以降 ,中国人的报应观受到了佛教因果轮回观念的冲击 ,且

慢慢地融合到一起。比较而言 ,佛教的三世因果报应比较重视个人的

善恶报应 。它将个体分为前生 、今生和来生 ,由此这种所谓必然性的因

果关系是在一个体的三种业报(生报 、现报和后报)中实现的。而中国

民间信仰中的报应观重视的是家族链 ,所谓祖荫庇护 、积阴德 、父债子

还 、断子绝孙等观念都表明了《周易》上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

善之家必有余殃 。”无论道佛中的哪种报应思想 ,为了惩恶扬善 ,都会对

作恶有许多报应的设定 ,道教设定的阴曹地府和佛教设定的地狱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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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罗王和地藏王作为冥司 ,判决和掌控来者的功过和来生 。这种设定

的结构为了对所有人的善恶言行有所交待 ,必须虚构出一种来世的或

轮回的系统 ,给人一种“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的认知。从学理上看 ,信

仰的封闭系统一旦洞开 ,就等于向信众宣告社会中可能会出现“好心不

得好报 ,恶人不遭恶报”的境遇 。这对民间信仰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为

了让此系统始终处于封闭状态 ,必然会出现斯达克和芬克(Rodney Stark

&Roger Finke)提出的一个命题:“在回报稀少 ,或者不能直接得到时 ,

人们会形成并接受在遥远的将来或者在某种其他不可验证的环境中获

得回报的解释”(斯达克 、芬克 ,2004 2000:107)。换成中国人的话讲就

是:“善恶到头终有报”或“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时

辰一到 ,一定会报”。

四 、与报相对应的社会与文化建构

如果以交换来研究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的话 ,我们也许找不到交

换的对应概念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报作为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 ,

也许会认为中国社会关系还有其他的基础。但是当我们在上面的讨论

中把报作为一种封闭的交换系统来思考时 ,我们就会比较清晰地看到

中国社会中还有一种接近于非交换性的开放性结构及其观念。其核心

概念就是儒家倡导的“义” 。

义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至少同报一样重要的概念 。但这个概念的

含义开始不甚明确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儒道墨家等对此概念的理解不

太相同 ,而它在中国民间也有不同的解释。特别是当此概念同利之间

构成了一对讨论的范畴后 ,它的含义更加复杂 。从一般意义上讲 ,报作

为一种交换(无论这样的交换有多少文化内涵),均属于利(功利)方面

的讨论。而作为相对概念的义在其自身含义的演变当中 ,则逐渐同利

区分开来 。一开始 ,在《左传》 、《国语》等书中 ,义利之间的含义是互相

阐释的 。《墨子》也用利来解释义 。可是在儒家思想中 ,义利似乎是一

对矛盾 ,它们之间开始构成了一种张力。孔子把它们作为区分不同品

质的人的标尺 ,即所谓“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那么何为义呢? 《礼记·中庸》言:“义者 ,宜也 。”《释名·释典艺》释:

“义 ,正也 。”《孟子·离娄上》谓:“义 ,人之正路也。”我们从中大致可以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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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体会为一种道德实践或正确 、正直的做法。而在义的构词上 ,我们看

到它在很多含义上对利有明显的排斥。比如义士 、义工 、义举 、义勇 、义

气 、义舍 、义仓等 。这些搭配起来的词虽然意思不同 ,但都包含了舍身 、

舍财 、施恩 、分享或不求酬谢等含义。其指向都是不索取回报 ,因此有

学者说它是超道德性的(冯友兰 ,1986:266)。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想 ,如果中国社会单处于一种祖祖辈辈守着

田地过日子的状态 ,倡导知恩图报 、感恩戴德之类的价值观是足够的 。

为什么还会有义的问题呢 ?又为什么儒家要强调重义轻利呢? 这个问

题显示了中国社会中有一种层面是开放而流动的 ,而儒家思想对此需

要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交往秩序 。那么这一层面的社会在哪里呢 ?它就

是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入的仕途 ,也就是中华帝国的官僚体制 。在

这样流动性增大的官场当中 ,由于中国官僚体制中权力运作的诸种特

点(翟学伟 , 2005b),如果不在价值上提倡见利思义的品质 ,只知道提

携 、提拔上的互相报答 ,很容易使人失去为官之责 ,发生见利忘义的事

情 ,由此一来 ,儒家终于看到义的官方价值远高于报的价值 。只是从现

实层面上看 ,儒家的倡导未必动摇得了报在官场中的运行 。由于这其

中有无限的公共资源可资利用 ,其结构又非长期稳定 ,故报的原则也会

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如历朝历代都出现的将日常的送礼转化成为

贿赂 、钱权交易 、结党营私等。

再者 ,义在中国民间社会也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说明老百姓的日常

社会中也有开放性的场域 ,其中以两个方面最为明显:一个是生意场

所 ,这里的路人 、过客很多 ,又是一个唯利是图之地 ,为了减少欺诈的可

能 ,人们往往供奉以义当先的关公像 。另一个地方就是游侠出没的江

湖。试问 ,如果江湖上不通行义这个概念 ,那么许多事迹都会流于打家

劫舍 、杀人放火 、谋财害命的地痞 、流氓 、无赖 、流寇之行径。但侠的含

义正在于赋予这些行为以义的内涵 ,成为一种行侠仗义的举动。劫富

是为了济贫 ,而非为了自己享乐;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不是为了好狠斗

勇 ,而是为了扶助弱者。显然 ,贯彻义字当头使得许多低级行为变得高

尚了起来 。特别是当社会公正不能建立的时候 ,游侠很容易被当成社

会正义的化身 ,由此而受到中国民间的鼓励和爱戴 ,也是中国民间文学

的主题之一。

比较报和义 ,我们发现 ,报的运作底线靠的是外推式的信任 。根据

我的另一项研究 ,信任在中国传统社会可以贯彻到底而不至于丧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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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们生活的封闭性造成的(翟学伟 ,2003),所以我坚持认为我们不能

过高地估计儒家伦理对人的教化作用。而一旦中国人开始流动起来 ,

信任的基础便不会牢固。此时 ,在法制尚未建立和完善的社会 ,提倡内

导式的自我修养只能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可惜这种方法终究抵

不过大多数人的名利观念 ,背信弃义在原则上成为其结构上的漏洞 。

结构上的漏洞由价值倡导来弥补似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 ,正如人

们企望今天的市场运作要靠道德来维持一样 ,至此 ,义的价值与行为很

容易流于口号和表象 。而义越受到提倡 ,越显得报的强势作用 ,由此两

者之间也很容易发生相互的转换。一种是理想主义者把报提升到义的

高度 ,比如中国家庭中偏好生子有养儿防老的含义 ,这是一种很实际的

回报动机 ,所谓子女首先要善待自己 ,即连身体发肤 ,都不敢毁伤 。但

在后来的文化演变中 ,这种实际需要变成了孝义 ,从二十四史到二十四

孝的故事 ,表彰最多的是那些不惜(残忍地)伤害自己的身体来敬养父

母的儿子 ,让人们不免叹息这样的事迹既于事无补又无必要。另一种

转向是现实主义者的做法 ,比如虽然人们行义时不要求对方报答 ,但这

一善举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却被看作是一种积阴德的方法 。中国人相

信 ,这样的事情做得越多 ,越会给其子孙后代带来福份 。而“多行不义

必自毙” 、“罪有应得” 、“苍天有眼” 、“不得好死”等 ,则是从反向上来说

明这一点的。

五 、结论:报在当今社会学研究中的位置

通过我们上面对报的含义及其运作机制的分析 ,大体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首先报的研究是一种对中国人的交换行为进行的深度解释

性研究 ,其目的不是为了回到一般性的交换理论上来 ,而是想建立一种

对中国人的交换行为比较有效的解释框架 。其次 ,报作为中国人的一

种交换概念 ,其运作方式是在封闭的系统中实现的 ,无论是物质层面 、

行为层面 ,还是信仰层面 ,都含有这样的特点 。其目的是确保对象的明

确和回报的稳定 。再次 ,为了满足封闭性的交换结构比较稳定持久的

要求 ,欠成为一种重要而可行的交换原则。这种原则一旦出现 ,人们对

交换的期待也随之发生改变。一次性的 、公平的 、理性选择性的交换往

往被该原则所排斥 ,造成结构性的压力比交换意愿本身更有力量 ,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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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暗示出中国人的馈赠未必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友谊或诚意 ,但却含有

人身之间的依附性。再者 ,由于中国人的交换是在实物 、行为和信仰三

个层面中展开的 ,因此还报的方式可以通过三者之间的交错互换来实

现。最后 ,报的对应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儒家倡导的义 ,这个概念更多

地发生在开放的社会结构中 。进而导致原本发生的对他人的信任随之

便成为对自我品德的要求 ,同时也预示儒家想从现实主义走向理想主

义。

从这些研究的初步结果来看 ,如果我们把报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交

换概念 ,我们上面的大多数结论是得不出来的 。应该说交换概念引导

的是另一种研究和思考的方向 ,它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

但这构不成我们放弃研究中国人的报的观念和行为的理由。我认为 ,

研究中国人的社会与行为或者说所谓本土研究 ,也就是一种类型学(跨

文化)的或中层理论的研究;只不过 ,西方人用这些概念想解决的依然

是普适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们的理论说到底只是想同其研究的现象

和领域之间保持适度的关系 ,而不想涉及文化 。可是 ,本土研究实际上

是想让一个概念或理论同其文化之间构成契合关系 ,从而在它们之间

保持一种一致性 、脉络性及可解释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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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data collected in a coastal province from 2001 to 2003 ,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ypes of government revenues from l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 , and

estimates the importance of land revenue in local governments' finance.It shows the

critical importance of incomes from land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s.In some cases , 60 to

80 percent of extra-budgetary government revenue as well as more than one third of

budgetary revenue came from land development and transfers.One key reason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tense interests in participating in land deals is a new tax-sharing

arrangement that reduces profits of local industries , and this Central government' s policy

“squeezes” to motivate local governments to find alternative revenue sources.The other

motivation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ocus on land sales is the high profit margins created by

the large gap between their monopoly over land right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meager

compensation they pay to peasants.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 this study also

decomposes the revenue from land deals between peasant and cadre sha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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