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结构:由“形构”到“解构”＊
———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

周　　　怡

　　Abstract:This article makes an essential summary and comment on the theories of

social st ructure f rom tw o aspects.(1)Indicating the concep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i ts

accumulating development through reviewing the main st ructural ideas among the kinds

of sociological schools.(2)Put ting forw ard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ends of three st ruc-

tural theo ries by commenting and inducing .The paper' s conclusion is that w ith the the-

oretical path of structure-functionalism ,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 ructuralism , st ructure

himself has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f rom const ruct to deconst ruct.In other w ords , the

three theories' development has indicated the translation w hich st ructural conception is

from macro to micro , f rom object(st ructure determination)to subject(personality deter-

mine)and then to disappearing.This theoretical tend is one of basic factors leading to

St ructural theory' s explaining pow er declined.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我的老师金耀基和张德胜两位教授的指导 ,特表感谢。

在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 ,社会结构是一个使用极为广泛 , 也极为混乱的概念(W.H .

Sew ell , Jr.,1992:1)。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词语 ,如社会系统 、强制性合作伙伴 、制

度 、整合和网络等来表征社会结构 ,而且表现在同样是对社会结构一词进行诠释时 ,不同的学

者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前一种做法大多散见于先躯者们的经典论述中 ,后一种做法则涉及

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各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显然 ,后者更是本文需要着重

铺陈和分析的方面。

一 、早期结构研究的经典论述

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构成社会学初创期最深层的性格时 ,社会结构概念的建构基本依

赖生物学的移植与嫁接 。孔德(Comte ,A.)、斯宾塞(Spencer ,H.)和涂尔干(Durkheim , E.)的

有关论述 ,都直接反映了这种自然科学取向的认识方式 。

孔德认为 ,社会是一种有规律的结构 ,它与生物有机体有极大的相似性 ,是一个由各种要

素组成的整体。这种整体结构同它的部分之间具有一种“普遍的和谐” ,而普遍和谐的根基在

于人性。他相信 ,人类自然拥有博爱的倾向 ,扩充这种倾向就可以引导人类迈向秩序与和谐的

境地;而他认为 ,人类博爱倾向的孕育和发展地 ,首先是家庭 ,这是“社会真正的要素或称之为

社会的细胞” ;然后是阶级或种族 ,这是“社会的组织” ;最后是城市和社区 ,这是“社会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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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te ,A.,1975:241—242)。可以说 ,孔德在这里已经在一些观念事实上引出了一个结构解

释视角———尝试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用人性 、博爱与秩序的联系串接社会结构的概念。

斯宾塞沿着相同的方向作了更具体化的努力 。他提出了宏观结构的总体规模 、复杂性和

差异性的问题 ,并在区分结构与功能的基础上 ,引入功能需求的概念 ,试图用需求来解释各种

社会组织的存在 。换言之 ,以功能体现社会结构现实。对应于生物有机体 ,他认为 ,社会是由

“支持” 、“分配”和“调节”三大系统组成的结构(Spencer ,H., 1925:505)。由此 ,他具体发展了

孔德的整体方法论的结构思想 ,并预示人们 ,在这组概念的支持下 ,可以从一些显性可见的功

能中去把握结构的实在。

此后 ,涂尔干将斯宾塞的社会结构观念发挥得更加彻底 ,这主要表现在他的三个基本假设

上:(1)社会是一个实体 ,是不可化约的;(2)社会的各个部分可以满足社会实体的基本需求;

(3)功能需求是社会需求(Durkheim , E., 1964a)。同时 ,他还强调社会整体的优先位置———结

构的自主存在问题。与其倡导的方法论一致 ,他指出社会事实并非个人意愿能左右 ,社会对个

人具有制约性 ,人们的思想结构反映着社会结构的秩序 ,而且在反映的过程中加强和再现了这

些秩序 。涂尔干关于社会分工的研究命题 ,对现代社会结构分析也影响极大 。他把社会结构

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以低度分工为基础 ,以强烈集体意识为纽带结成的社会关系整合形

式 ,他称之谓“机械团结”类型;二是以高度分工和广泛的相互依赖为基础构成的社会关系整合

形式 ,属于“有机团结”类型。他认为 ,在有机团结类型中 ,人们会以更多分工的形式活动并归

属于更多的团体 。这将造成共同观念和情感的约束程度降低 ,社会整合的需求会自然引出新

一轮的约束形式(Durkheim ,E.,1964b:chapter 2 —3)。在这里 ,涂尔干显然是把社会结构看作

社会关系的组合形式 ,而且他认为 ,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是理解一切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可以

说 ,涂尔干率先开拓了结构分析的各个方面;当代社会结构概念的许多论证 ,常常仅是从不同

的方面延续了涂尔干的见解。

与上述强调现象及其功能层次的生物学取向不同 ,在马克思的结构式思路中 ,更为强调根

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层次 ,亦即人们在自给的生活和社会生产关系中发生的 、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 、恩格斯 , 1972:82)这里

包含着三方面的思想:一是将“结构”看作“关系总和” ,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总和 ,社会整体

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二是把社会结构视为矛盾关系体 ,社会

结构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矛盾关系体 ,经济结构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矛盾

关系体;三是社会结构变化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在社会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

是经济基础 ,而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显然 ,在马克思的观念中 ,结构 ,不仅可

以指客观实体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指人为实体(如制度 、意识形态 、生产方式等)之间的逻辑关

系。这就给社会结构的含义加进了一些抽象的内容。

应该指出 ,这些早期的经典研究 ,虽然没有明确提供社会结构的中心概念位置 ,但它们已

经或多或少地让我们触及了结构概念的轮廓:将社会或社会结构看成是多元成分的组合体 ,这

种组合很类似于化学分子晶体的架构 ,其内部随时需要相互间的协调关系;当某些关系发生变

化时 ,其他成分将作相应调整 ,并有相应的整合机制维系社会秩序 ,以恢复平衡 。这些观念已

经具备最简单的结构分析意识 ,它明显提示了一种“形构”的趋向 。

56



二 、帕森斯时代的形构

形构的概念在这里主要包括两方面的涵义:其一 ,指结构本身类似几何学或建筑学的模型

框架 ,实体性结构(如家庭结构 、群体结构 、社区结构和年龄结构等)大多属于此类;其二 ,指相

似于几何模型的建构 ,研究者能够运用思维进行组合与抽象 ,在想象中构成社会的关系结构 ,

以帮助认识者把握 ,作为共同讨论的基础 。比如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形象描述 ,就曾用石

投水中的圈圈波纹 ,来形构了乡土中国以个人为中心层层外推到家庭 、近邻 、社区和国家的结

构(费孝通 ,1985:25)。

(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 20世纪 60年代 ,在西方社会学界 ,帕森斯(Parsons , T .)的结构功

能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 。他的结构功能分析模型 ,从功能分化的角度 ,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

成一种庞大的旨在解释一切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 。

在帕森斯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社会体系》(1951)一书中 ,所谓社会结构 ,在他看来 ,是具

有不同基本功能的 、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系统” ,包含执行“目的达成” 、“适

应” 、“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体系 。这个完整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 ,分

别对应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

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护功能。帕森斯认为 ,这是一个整体的 、均衡的 、

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系统 ,结构内的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同时 ,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

合 ,维持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Parsons ,T ., 1951)。在这里 ,结构表现为一种功能。

帕森斯非常强调秩序 、行动和共同价值体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 。他始终认为 ,研究社会

结构就是研究秩序问题 ,并且势必涉及秩序中的人的行为 ,而研究社会秩序和人的行为又脱离

不了行动者的思想情感的规范问题 ,“价值是构成社会秩序的条件。”显然 ,关注这三者的连带

关系 ,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白帕森斯的结构观点 。

“秩序问题 ,是社会通过互动协调稳定的本质 ,秩序在这里所指的 ,是行动者在某种规范准

则下的动机整合问题” 。帕森斯明确地将秩序作为结构的本质 ,并认为结构由“行动者在一情

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Parsons , 1951:26;5—6)。在这里 ,结构又是一种互动关系模式 。

但是 ,帕森斯的着眼点是社会互动的稳定模式 。为解释这一稳定模式 ,帕森斯用地位 —角

色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 ,在他看来:“地位—角色是社会体系中 ,最重要的互动过程所包含的

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结构 ……也是行动模式化的互动关系中的参与 ,是最重要的社会体系单

位。”(Parsons , 1951:25)显然 ,地位—角色在帕森斯这里是社会体系之“结构的”组成部分 ,而

不是其他 。“地位”为行动者所处的结构位置 ,“角色”表达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望 ,它是社

会与个人联系的中介 ,又是众人分享的象征(Parsons , 1951:6)。这样一来 ,行动者的互动 ,就

成了一连串具有地位 —角色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 ,而互动中的个人不管怎样变化 ,角色互动作

为社会模式化的准则则是相对稳定的 ,而社会结构 ,就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 、模式化了的成

分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种解释模式 ,无疑为社会结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1)当我们把角色预设为社会

成员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待时 ,就意味着 ,一定的角色必定在社会结构中扮演一定的功能 。

(2)引出了结构稳定即均衡秩序的核心问题:角色行为的规范化 、制度化问题 。这就将人们有

关社会结构的思维引入到了一条新颖别致的道路:结构同时还是一种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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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始终认为 ,总体社会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之所以能够充分发挥功能 ,其关键在于社

会拥有那些将其成员整合在一起的共同的价值体系 。所谓共同价值体系 ,意指由一系列价值

模式组成的 、并已成为众人认同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作为行为导向 、依据和标准 ,可以约束

行动者行为的边界 ,通过规范众人认同的准则 ,或通过价值内化实现的行动者人格结构的塑

造 ,产生一定的效力 ,并进一步形成为社会性的共识。

通过对帕森斯的解读 ,我们能够发现 ,帕森斯终其一生的努力 ,就是企图整合各种分离的

社会实体层次来形构社会结构 。应该说 ,他对结构的形构是明确而全面的 。在帕森斯的笔下 ,

三种结构概念的面向被独立地铺陈出来 ,又被自然地串揉成一体:结构由功能体现;结构是互

动关系模式;结构乃规范 。同时 ,这三者是依靠中介变量“地位—角色”作串接的 。

厘清帕森斯的主要结构思想之后 ,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对他进行简短的评价:(1)无

论在客观还是在主观层面上 ,帕森斯的结构理论都旨在追求宏观层面上的结构建构 。比如 ,他

的“社会结构:总体社会系统=AGIL”的概念 ,明显会引导人们思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或社会

体系等宏观结构(如政府 、科层制度等);而他的“共同价值内化”的观点 ,则强调的是多数人共

持一种价值规范 ,它考察由大量的人们所共享共有的主观态度 ,所以 ,依然属于宏观层面上的

论述 。(2)他的这一概念 ,还具有明显的功能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倾向 。它往往让人不假思索地

接受以下概念:即社会是明确限定的实体 ,而社会系统是内在高度整合的统一体。换言之 ,如

果以帕森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话 ,那么 ,结构功能主义是从功能的实现来确

证结构实体的存在 ,并认为这些明确的实体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种对内在统一性 、一致

性和均衡和谐的着重强调 ,无疑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在关注社会结构变迁问题上趋于保守 。有

人因此认为 ,帕森斯“高深理论”的意识形态意义 ,趋向于为“稳固的统治形式”作论证。(3)在

社会决定论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争端中 ,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属于前者 。他通过价值内化 、

角色期待而实现的对规范的论述 ,以及“行动者不能自由选择行动”的说法都说明:社会结构的

事实 ,是一种超越个人并对个人有制约力的行为或思维类型 ,它们独立于个人之外 ,但也强加

于个人之上。(4)经过帕森斯的发展 ,社会结构的概念已初具规模 ,成了一个有许多相关概念

的支援系统 ,代表了一整套观察和分类的原则 ———把社会看成是若干成分之间的功能联系 ,而

不是简单的混合与堆积。(5)帕森斯把个人行动放在社会系统的不同领域中去分析 ,开创了从

微观的角度考察宏观社会系统及其次系统同个别行动者的行动的相互关系的新思路 。不过 ,

由于他一贯的宏观研究取向 ,使得他发展出的带有微观取向色彩的行动理论与其结构功能论

的混合 ,多少有些牵强 ,并显得不能自圆其说 。比如 ,他在行动论中曾强调行动志愿主义 ,但在

后来的结构功能论中却否定了行动者的志愿 ,反而认定行动者是受外在结构和文化的控制的 。

(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

差不多与帕森斯同时代 ,人类学家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位置被不知不

觉地拓印到社会学领域。这不是因为他所热衷的人类学知识与社会学有某种意义上的接近 ,

而是在于他试图用结构主义否认或拒绝帕森斯勾勒的大型结构实体。他用社会之“深层结

构” ,抑或“心灵的结构”代替了帕森斯力主的社会宏观结构 。

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 ,所谓结构是那种决定历史 、社会与文化中的诸具体事件和行为的

基本的规则整体 。如果结构确有“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之分的话 ,那么 ,这种规则整体显然

意指“深层结构” ,即与语言行为相对的语法结构 ,与社会行为相对的经济基础的结构 ,以及与

意识活动相对的无意识机制等。其次 ,结构也指现象的表面秩序 ,是基本精神过程的表层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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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诸表面秩序 ,即可观察 、可分析归纳的诸社会现象的秩序 ,是各种表层结构 ,能反映决定着

它们的深层结构 。这里 ,列维—斯特劳斯再一次强调了“深层结构决定表面秩序”的观念 。这

很类似于马克思的格言:文化价值和信仰 ,以及制度安排是经济基础结构的一种反映 。

相应于“深层”与“表层”结构之分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 ,我们从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

中 ,看到了来自索绪尔的“语言言语” 、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以及弗洛伊德的“无意

识—有意识”的一一对应关系 ,它们恰恰是构成列维—斯特劳斯结构思想的理论渊源 。最突出

的表现是 ,列维 —斯特劳斯一再主张的所谓“心智的深层结构” ,事实上借用了弗洛伊德再三强

调的“无意识”概念。他认为 ,各式各样的表层文化现象皆是人类心灵结构的产物 ,是心灵的无

意识的 、逻辑的结构之产物。

这种看法尽管同弗洛伊德的研究取向较为接近 ,但还是存在差异的:弗洛伊德着重隐藏在

无意识中的行动者的情绪面向 ,而列维 —斯特劳斯关注的是心灵的永恒的 、逻辑的结构。这样

“一个结构 ,并不是一直接可见和可观察的实体 ,而是一存在超越于人类与功能运作之间关系

的实体层次:它构成了体系的潜在逻辑 ,以及所藉以用来解释基础秩序的外显秩序”(Godelier ,

1972:x ix)。

此外 ,列维 —斯特劳斯还进一步指出:“`社会结构' 一词与经验现实世界无涉 ,而只是与它

之后所建立的模型有关联 。”(Lévi-Strauss , 1967:271)这就是说 ,深层结构 ,并不存在于真实世

界中 ,不是客观的存在 ,不能根据经验归纳概括出来 ,而是借助某种理智模型(如语言学模型)

间接启示出来的规则总体 ,因而在理智功能与观察对象之间强调了前者的决定作用 。所以 ,结

构的范畴首先被看成是离不开认知者或行动者的 。

上述思想大多被包含在列维—斯特劳斯所醉心的初民社会的分析中。他在亲属关系研究

中 ,将亲属关系看成是一种秩序的整体;然后 ,从亲属间的相互称谓 、女人的交换 、两性关系等

各部分中 ,揭示了隐藏在背后的 、深层的诸如语词所规定的关系规则 、正面规定的婚姻规则等

对亲属关系的制约。他的神话研究 ,则通过显示不同地区神话传说系统具有形式上的 、或者说

内在的秩序的类似性 ,来暗示神话现象也只不过是人类理智功能的创造。

对列维—斯特劳斯有关结构的论述 ,如果用“形构” —“解构”的主题来疏理的话 ,我们会发

现:(1)相对于外在的功能而言 ,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是内在的 、隐匿性的或不可直接观察的 ,

也是非实体性的 ,故它不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实体性形构结构;(2)至于它是否属于研究者在思

维上对结构的形构 ,我们以为 ,尽管列维 —斯特劳斯声称他自己乃至结构主义者们都不蓄意去

关注结构概念的定义 ,但从他的论述里 ,我们可以读到:结构是深层结构中的规则总体;结构是

隐藏着的逻辑关系。因此我们说 ,规则性结构 、关系性结构正是列维 —斯特劳斯为读者所形塑

的结构。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相比较 ,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也同样是在孜孜不倦地

形构结构 ,但这种形构已经从表面走入了深处———人的心灵深处 ,从宏观滑向了微观 ,也从客

观偏向了主观。

在方法论上 ,列维—斯特劳斯对理智功能 、对人的心灵的强调 ,都说明他的“结构”概念是

离不开认识者的 ,似乎带有纯主观或个人的色彩 ,具有较明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倾向 。但当他

着重强调 ,在具体事物 、具体个人之外 、之上或背后有一支配性的规则总体的时候 ,他又表现出

极端的反主体倾向。结果 ,结构好像是决定和束缚个体行为的更基本的存在 ,虽然它不必然是

一种客观存在的实体 。从这一方面说 ,他的结构概念又归属于结构(或社会)决定论一方 。

就列维—斯特劳斯而言 ,他拒斥的事物 ,乃是从经验的角度形构一个社会结构。这难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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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结构观无法摆脱下述三种倾向:(1)结构的唯心主义。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结构分析思路

中:社会结构不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 ,而是人类心智的产物 ,是人脑结构化潜能对外界混沌的

一种“整理”和“安排” ,因此 ,社会才出现了“秩序”和意义。(2)结构的还原主义 。在结构有了

表层与深层之分后 ,列维 —斯特劳斯借取美国乔姆斯基的语法理论 ,强调了从表层向深层结构

还原的具体机制 。他一再告诫我们 ,应该从一切研究对象中先找出表面的(可观察的)结构(如

各种社会关系 、神话等),再去探寻诸不同的表面结构所共同依附的 、具有支配性的深层结构 。

(3)结构的非理性主义。他将“无意识”引进结构分析领域 ,并认为深层结构的始源存于“无意

识”之中(李幼蒸 , 1993:263)。这里 ,无意识不被说成是具体的 、属于个人心理的东西 ,而是一

切个人共同受其支配的神秘的实体 ,是一个产生或支配其他结构的源泉。

当然 ,列维 —斯特劳斯强调透过经验现象表面的杂乱无章去发现其中起制约作用的整体

深层结构 ,这为结构分析提供了新的认识方式:应该超越那种早先比较粗糙的直觉性观察 ,而

对观察对象作层次分析和关系系统的分析。

三 、后帕森斯时代的综合

后帕森斯时代 ,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后半期 。它是继 60—70 年代的反帕森斯时代之

后 ,出现的重估或综合帕氏理论的新阶段。这期间 ,许多社会学家试图在借鉴古典理论基础上

对当代多元理论进行综合 ,使社会学理论摆脱激进的批判主义 ,重新回到以均衡 、整合 、秩序为

诉求的传统轨道 。其中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吉登斯(Anthony Gid-

dens)的结构化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 ,对不同的理论作了不同的综合 ,并对社会结构作了概念

上的阐释 ,为社会结构理论增添了异彩 。

(一)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有人说 ,谈法国结构主义 ,不能不谈阿尔都塞 。相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心智深层结构”来

说 ,阿尔都塞所代表的结构主义 ,则专注那些不可见的社会大型结构 。这一点显然与马克思强

调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可见的经济结构有某种共通之处 。虽然 ,通读阿尔都塞的全部论述 ,几乎

难以找寻他的有关结构概念的确切界定 ,但我们应该可以从他关注的研究中略获一二。

首先 ,阿尔都塞的学术著述 ,大多局限在他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上。他曾用“对症读解”的

方法来诠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 ,并从中发展出自己的观念 。他一直认为 ,马克思最成功

的方面 ,在于他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阐明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 ,并提出了一个

深层结构(生产关系)与表层结构(政治 、法律 、文化)的对立模式 。受这种分析方式的启发 ,也

受结构主义的影响 ,虽然阿尔都塞坚信 ,世界存在着真实的结构 ,而且这个结构也限制了行动

者的所思所为 ,但他依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之隐藏的 、基础的结构。这种结构不是实体性

的结构 ,不是存在于个人和主体性心理中的规范结构 ,却是社会范围内的大型结构 ,可能是生

产关系结构 ,也可能是大众关系结构。

接下来 ,阿尔都塞尝试着从马克思著作中衍生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分析。简单来说 ,

他在检视社会形构的各主要成分之后 ,拒斥了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 ,提出

了“多元决定论”的结构因果观:社会整体是一个复杂的 、有结构的统一体 ,它由许多层次组成 ,

经济基础仅仅是其中一个层次 ,只在最终起决定作用。其他层次(包括上层建筑)仍有相对的

独立 、自主性 ,甚至有可能在特定的阶段处于优势统治地位 ,而将经济基础沦为被支配地位。

结构多因果观 ,实际提出了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概念:(1)“非中心化结构”的概念 ,

60



用以说明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因素不可能永远占统治地位 。(2)“结构是各层次变化过程中的

无主体的实践。”也就是说 ,在人类的历史中不存在个人性的主体的概念 ,研究的分析单位不能

是个人或任何集团 ,而是社会的组成层次 ,它包括经济 、政治 、意识形态现象等 ,每一层次都有

自己相对独立的存在与实践。显然 ,前一种概念 ,赋予社会结构以动态的性质;后一种概念 ,则

在强调无主体的同时 ,又进一步强调了社会组成层次的变动及自主性 。后来 ,阿尔都塞还指

出 , “决定社会发展过程中 ,某一特殊方向的根本因素 ,是社会结构诸层次内各种矛盾之间的相

互关系网”(李幼蒸 , 1993:302)。

由于阿尔都塞的“结构马克思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学派的融合 ,其理论观点

会自然地被裹挟在两学派之中 。因此 ,我们的评价也将从这两方面着手。

首先 ,从结构主义立场来看 ,阿尔都塞的思想里存在三处对结构主义的采撷:一是“深层结

构” ,他多次强调了结构的不可见 、不可观察性 ,这表明他对经验事实的排斥 。二是以社会各组

成层次为研究对象 ,结构是分层次的 、是层次之间的关系 ,层次的变动不居反映了结构的变迁 ,

这是阿尔都塞结构马克思主义始终贯彻的原则之一 。三是承继了结构主义有关“行动者在结

构中具有被动”的观念。无论专注于何种结构 ,对结构马克思主义来说 ,行动者仅仅是填塞在

结构中的一个位置 ,只能坐等结构的支配 、约束和崩溃 。这种被动性说明 ,结构马克思主义在

方法论上 ,依然采用结构决定论取向。

其次 ,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说 ,阿尔都塞主要的沿用 、延伸 、拒绝的方面在于:他沿用“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概念 ,去强调深层结构对表层结构的决定作用;他延伸这一概念 ,提出

了结构应该为“社会大型结构”的主张;而他对这一概念的拒绝 ,则表现在他对“一元决定论”的

否定和对“多元决定论”的推崇方面 。不过 ,总的说来 ,作为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 ,阿尔都塞在

对马克思著作的结构性阐释的过程中 ,是继承多于批判 、延伸大于拒绝的。这种状况决定了阿

尔都塞学术体系创造的有限性 。

(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在“后帕森斯时代”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无疑占据了中心位置 。他的工作是希望社会结

构的概念能够脱离帕森斯和列维—斯特劳斯思路的困境:即走出宏观与微观 、主体与客体 、个

人与社会 、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 ,最终走向综合 。

跨出主客体对立的两极化思维后 ,吉登斯以十分不同的思路给出了结构的界定。他曾写

道:“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Giddens ,A.,1984:377);“结构可

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 ,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 ,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 。结构本身也不是

具体的存在 ,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 ,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记忆)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 。

结构对于实践 ,如同语言规则(语法)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 。结构 ,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 ,它是

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Giddens ,A.,1984:17)。

显然 ,在吉登斯的论述中 ,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 ,它是行动的内在因素 ,是潜

在的 、非具决定性质的情境界域。行动者“具有知识” ,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 。自我反思和相互

反思会构成“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因素 。行动者在知识上的不完满 ,将导致行动的

意外后果 。正是“意外后果”的发生 ,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此外 ,规则也并非像游戏规则那

样 ,是与某一举动一一对应的关系;相反 ,它是一系列相互连接 、彼此交错的规则群 ,它是同社

会的实践活动相联系而存在的 。

资源属于行动的外在条件 。是行动者用于具体行为的材料 。它未必是有形的 ,可指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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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互动起传输作用的中介能量 。吉登斯区分了两种作为结构要素的资源:权威性资源和分配

性资源。前者指在权力的实施中的非物质资源 ,其源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 ,是强加于人

的指挥能力;后者指在权力实施中所用的物质性资源 ,是强加于物的能力。

规则和资源的不同组合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其中 ,规则作为结构中相对稳定的部分有制

约作用 ,而资源作为能量是积极变动的 ,故而导致结构既有制约性又有能动性(Giddens , A.,

1984:170)。

吉登斯反复强调了实践在规则和资源运作中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 ,离开实践 ,规则和资

源都成了不能自我运作 、不能腾空出世的抽象体。结构在实践中才有动力 ,才有灵活性。正是

在实践中结构获得了某种灵活性或能动性 ,吉登斯才依此导引出他颇为自豪的“结构二重性”

观点: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 ,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 。他

认为 ,社会理论所要解决的 ,不像决定论(如前述的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认为的那样 ,社

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像解释社会学和现象社会学所宣称的那样 ,人的行动如何构

成社会;而是行动是怎样在日常的生存条件下被结构化的 ,与此同时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

是怎样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的 。不知道谁曾形象地将“结构二重性”原理概括为

这样一句话:“我们在受制约中创造了制约我们的世界” 。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 ,即人具

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着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最后 ,我们在吉登斯对“存在场景”的论述中发现 ,为了能从策略行为的分析过渡到对结构

二重性的认识 ,我们不得不步入吉登斯安排好的“时间”和“空间” 。在他那里 ,时空延伸的概念

已相当频繁。“在场”和“不在场”的划分 ,不仅将人的视野拉向了过去 、现在和未来 ,也将他所

操作的结构范围延伸到了无限 。这种延伸 ,与今天的信息时代相关 ,也毫无疑问地导致了人们

在形构结构时的思维障碍 ,于是也就有了结构理论的解释力式微的说法。

显然 ,吉登斯力图把约束和能动同时考虑到他的结构概念中去。这种综合表明 ,他在方法

论方面欲走“中间派”道路 ,也就是说 ,他试图在社会性(客体性)和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

个合适的双线交汇———二重性 。不可否认 ,吉登斯在处理这种“二重性”的时候表现出了很大

的创造性 。但这种综合 ,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 ,淡化了结构概念原来的明确指向

———秩序分析 ,使其针对性和解释力明显下降 。具体说来:(1)借用的术语太多 。吉登斯不仅

沿用了以往结构分析使用过的一些术语(如规则 、系统 、体制等),同时又加入资源 、知识化 、实

践等术语 。在这样大范围的操作之下 ,他的结构意义似乎更加脱离经验论的实证层次 ,使人们

无法在观察或思维中真正把握结构的范型。(2)他强调的“记忆痕迹”的概念 ,使他的结构概念

增加了弹性 ,给人的选择 、判断和创造提供了空间 。如它的最大特点不是把思想当成在场事物

的一个模式 ,而是当成在场和不在场事物的相互交叉;要求从表面现象推出隐藏在结构底层的

符码。这一方面再次增添了发掘结构形构过程的难度 ,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结构的边界更加模

糊 、更加泛化和虚化 。

此外 ,当我们在体会吉登斯的结构思想时 ,总想从他的研究宗旨 ———消除宏观和微观 、社

会和个人等的二元对立———中寻找到我们期待的而又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但后来得到的却多

少与起初想像的有所出入 。我以为 ,他对“记忆痕迹” 、对“结构底层符码”的强调远远大于他对

“经验事实” 、对“表层结构”的强调。因此 ,他的“综合”是有倚重的 ,他明显偏重虽属宏观的但

却是主观的一方 。比如 ,他提出的时空延伸的概念 ,像是在宏观层面上操作 ,但其来源却是主

体的“记忆痕迹”和“结构符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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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后结构主义的解构

在后结构主义(也称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中 , 法国哲学家福科(Foucault , M .)和布希亚

(Baudrilard , J.)的有关论述常让人感到惊诧。前者 ,在揭示构成时代话语规则的内在结构

———权力关系时 ,接过了尼采“上帝死了 !”的口号 ,大声疾呼“人的死亡” ;后者 ,则在剖析后现

代景观时 ,感叹起“社会的终结” 。于是 ,作为社会学主要研究对象的客体—主体性的人和社会

(结构),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社会结构也因此由“形构”走向了彻底的“解构” 。

(一)福科:话语 、权力与“人之死”

福科的结构理论思考 ,也是从语言理论开始的 。他早期受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的影响 ,多采

用语言的概念来诠释结构 ,结构主义衰落后 ,他将语言改为话语 。这一改变 ,使他具有了许多

与结构主义相左的后结构主义观点 。

首先 ,与结构主义只关注抽象的语言符号结构不同 ,福科十分关注话语的对话性 ,强调话

语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 ,是一种活动 ,首先是书写活动 ,其次是阅读活动 ,最后是交换活动 。在

他看来 ,话语只有在人们的日常现实生活中 、在书写和阅读中展开 ,而且具有交换 、交流或交往

的性质。

其次 ,与结构主义全然不同的地方在于:结构主义把语言视为一个类似于上帝式的范畴 ,

一个终极概念 ,语言决定了主体 ,决定了主体行动的取向 ,也就决定了社会结构;而福科透过话

语 ,揭示了隐藏在其后的深层结构 ———权力关系:“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的生产都是依据一定数

量的步骤而被控制 、被选择 、被组织和重新传播的 ,这些步骤的作用在于转移力”(Foucault ,

M .,1986:149)。

福科在这里指出了一个容易为人们所忽略的事实 ,那就是任何时代的任何话语 ,都不是个

人的创造和想象力的结果 ,也不是自然延续的结果 ,而是权力的产物;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

程序和隐藏的手段 ,来控制 、选择 、组织和传播作为话语形式的知识 。这种知识构成了认知范

型的制约 ,换句话说 ,认知范型实际上是制约着一个时代的知识和认识方式的那些结构。

最后 ,当福科论及语言与人的存在关系时 ,他一方面赞同海德格尔(Heidegger , M.)关于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命题 ,主张“不是人说语言 ,而是语言说人”的结构主义话语;另一方面 ,

他又很自然地强调了两者的背离。在海德格尔那里 ,语言的第一性是与人的存在 ,亦即与主体

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福科那里 ,语言说人则意味着主体的消失。他认为 ,不存在独立自主 、无处

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 ,主体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来的。福科坚持主体解构的观念是

不难理解的 ,因为在他看来 ,谁在说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话语存在的方式 、谁在控制? 当一切都

归纳于权力和认知范型时 ,主体便丧失殆尽 ,而只剩主体的功能了 , “作者”就完全被“作者功

能”所代替 。这种对主体的消解 ,显然也反映了他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一个反动 ,从“我

思”不能推出“我在” ,因为“我”不过是异化之我了 。确切地说 ,在福科的笔下 , “我”仅仅是权力

关系的载体 ,真实之“我”已成了疯人 、成了阶下囚 ,而广大的真正作为“人”的存在已经销声匿

迹。

我们以为 ,人们应该充分注意的是:福科的“人之死”理论 ,旨在消解由启蒙以来提出的真

理和理性 ,及其由理性建构起来的外显形构式的 、抑或内在规则式的社会结构。福科就像是一

个偶像破坏者 ,无情地把知识和科学运作的内在规则 ,把不同时代人们言说的方式与权力的关

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目的是告诫世人:我们对真理和理性的服从 ,最终不过是对权力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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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臣服;我们以为自己发现并拥有了真理 ,其实不过是充当了权力关系的载体而已 ,因此 ,需要

实施对权力的颠覆 、对压抑人的社会结构的颠覆 ,还人以自然的本性 。在福科对话语的解构式

分析中 ,人与结构是相冲突 、相矛盾的;社会结构的存在和维持 ,意味着理性对人的束缚的存在

和加剧 ,它必然导致“人的消亡” 。换言之 ,福科力主的是:解构结构可以赢得人的生存。

(二)布希亚:符码 、内爆与“社会的终结”

一般来说 ,人们并不把布希亚视为后结构主义者 ,我在此将他纳入其中的理由在于:(1)作

为同时代的人 ,布希亚的研究关注点与福科的类似。比如 ,对权力的关注 ,很多作者都认为 ,

“一个妥适的权力理论 ,既不能忘却布希亚 ,也不能遗忘福科”(Steven Best &Doug las Kellner ,

1996:157);而布希亚本人又有过与福科的直接对话 ,这表现在他《遗忘福科》中 。再比如 ,布希

亚的“社会的终结”是从“符码”开始的 ,这同福科从“语言”着手一样 ,都没有脱离结构主义的思

维框架。(2)从宏观和微观结构来说 ,布希亚的“社会终结”和福科的“人之死” ,似乎恰好在这

两个层面上彼此心照不宣却又不谋而合地解构了结构的此岸与彼岸。况且 ,原本人与社会就

有许多理不清又剪不断的姻缘 。(3)很多研究是将后结构与后现代的概念混用的。就这一点

来说 ,将布希亚列入后结构主义的队伍似乎合情合理。

如果说福科的“人之死”是间接反喻结构的解构的话 ,布希亚则用“社会的终结”对结构作

了直接的解构。布希亚的结构观点 ,突出表现在他对“炼金术(metallurgic)社会到符号创衍术

(semiurigic)社会的进程”(Bandril1ar , 1981:185)的描述之中。他认为 ,我们的时代已经走进了

一个后现代的拟象时代 ,它以资讯和符号为特征 。在这个拟象社会里 , “符号本身拥有了自己

的生命 ,并建构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而由模型 、符码 、符号来形塑其结构” , “惊人的增殖的符

号已经宰制了社会生活”(Steven Best &Douglas Kellner ,1996:119)。

虽然 ,布希亚认为整个时代正处在符号形塑经验结构的时刻 ,但同时他强调 ,符号的快速

增殖已销蚀了模型与真实之间的区别。他借用麦克鲁汉(Mclullan ,M .)的内爆(implosion)概

念宣称:“咨讯已将意义与社会性瓦解成一种星云散布状态。它所导致的绝不是过多的创新 ,

而是正好相反:全然的能趋疲(entropy)。”(Baudrillard , 1983:100)能趋疲过程指向各种界限已

经崩溃:拟象与实体之间的界限已经内爆 ,媒体和社会已经断裂 。本来媒体是社会参与和凝聚

的手段 ,但是现在 ,大众已经对媒介信息的狂轰滥炸日益厌恶 ,并对那些吁请他们投票 、消费 、

问卷等参与的各种活动越来越拒斥 。于是 ,积极的大众转变成为消极的冷漠的大众 ,一切意

义 、信息 、诱惑都内爆于其中 ,就像被黑洞吸入一样 。这就进一步导致了社会 、意识形态 、政治 、

阶级等各种因素的消失。

简言之 ,布希亚描绘的后结构景观是:符号取代并超越了现实 ,使得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

消失 。大众因此丧失了一切依据理性而进行的判断 ,处在一种不辨是非 、不知真假的认识逻辑

的混乱之中 ,最后干脆拒绝了由这些符号构成的社会规范 ,导致社会性的消失 ,及整个社会的

终结 。

显而易见 ,布希亚的论述中有许多敏锐的发现 ,也有太多夸大之处 。从一个角度说 ,他的

研究打碎了批判社会理论的现存基础 ,揭示了过于关注劳动和理性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是不足

以解释媒介和其他社会活动的 。他透过由理性规范形构社会秩序的积极方面 ,对由媒体冲击

导致的大众“失范”现象 、社会性消失和结构解体等消极方面作了彻底的披露。在这方面 ,布希

亚的批判与福科对人的科学的批判是一致的 ,他们为我们透视后结构文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 ,他和福科的观点都太片面而过分化约 ,以致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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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经济 、国家 、种族 、习俗和性别对形构社会结构的宰制仍然具有重要的力量。

我们并不完全赞成将后结构主义视为虚无主义 、无政府主义和消解主义 ,因为我们始终认

为 ,必须充分注意到福科 、布希亚提出问题的脉络 ,从它对西方社会知识 、真理和媒体的批判

性 ,来理解其必然性和局限性 。他们的偏激 ,往往说明了特定时代的特殊存在形态 ,其积极的

功能有时就暗含在其消极的陈述之中 。鲍曼(Bauman ,Z .)曾说 ,后现代性其实就是对现代性

的功过得失的反思和静观 。那么 ,后结构主义对结构的解构 ,是否也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方

面 ,为我们开辟了一个反思的新路径呢 ?

五 、结　论

梳理上述理论 ,有助于我们理解 ,在对社会结构概念的基本认识方面 ,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

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种视角的差异 。对结构功能主义来说 ,了解社会结构就如同了解有机体

的解剖构造一样 ,而研究结构的功能就是认识有机体的生理机制 。结构被看作是社会关系的

网络模式 ,功能则表明了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 。结构在这里基本上只是一种描述性

概念 ,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结构主义所理解的结构 ,是作

为一种解释性概念的 ,更多的与语言 、符码相联系 。无论在对神话还是在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关系的解释中 ,结构主义都认为应该透过现象表层去捕捉对象深处的东西 。在这里 ,结构与功

能之分让位于符码与信息 ,结构不再是显性可见的网络模式 ,而是显现和隐含的交错 ,隐含的

符码只有通过表层的显现被推理出来。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有一点共同特征 ,这就是他们都

特别强调 ,社会整体相对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功能主义之后的吉登斯和阿尔都塞完成的是

上述两种和他种结构思想的综合 ,他们的“执中”态度 ,决定了他们在结构与个体关系的认识上

与他人迥然有别 。吉登斯认为结构决定个体 ,同时个体也创造了结构;而阿尔都塞提出的是

“非中心化”结构的观点。可是 ,在我们看来 ,尽管他们与结构功能主义 、与结构主义存在着这

样那样的差别 ,但他们所以能够走到一起 ,是因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 、不同范围 、不同视角中 ,

孜孜不倦地形构着结构。到后结构主义降临时 ,结构成了束缚人并导致“人消亡” 、“社会性消

失”的元凶 。后结构主义者们在呼吁“人的自由” 、寻求“非理性”之光的时候 ,对那种试图寻求

帕森斯式的社会秩序的普遍话语来了个釜底抽薪式的破坏 ,于是 ,解构结构代替了形构结构 。

换句话说 ,在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环境中 ,我们已经开始从企盼结构的规范发展到了厌恶结构的

约束 ,又在厌恶中产生了欲推翻它而去争取绝对自由的冲动 。但是 ,往往有很多时候 ,精英的

话语并不能完全地代替现实经验世界里的一切! 依我们的观点 ,在今天现代化高度发展的过

程中 ,理性化 、结构化趋势不仅不会衰弱 ,反而会日显威力 ,因为社会需要整合 、需要秩序 。

那么 ,为什么会出现后结构主义的兴起呢? 为什么很多人会对它趋之若鹜 ?一个重要的

原因就在于 ,结构理论本身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越来越显得单薄 。这可以从它呈现给我们的

实际走向中看出 。如果借用瑞泽尔的社会实体层次分析框架即两个连续体(Ritzer ,G., 1996:

646—650)来作这一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将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走向大致

归纳如下(见下页图示)。

在这样两个连续体上 ,我们能够体察到三个走向:(1)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的发展 ,

显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研究趋势;也显示了(2)从客观(结构决定)向主观(主体决定)的过渡;

(3)而从结构功能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后结构主义 ,结构则完成了从形构到解构的历程 。当

然 ,做出这样的也许是武断而显粗略的判断需要一个前提 ,即我们必须忽略一些彼此交错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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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比如 ,福科的许多其他论述也许并不带有方法论主观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色彩 ,但在这里 ,我

们只就他的“人的消失”的言论而言 。

第一连续体: 宏观 微观

　　　　形构 帕森斯 列维 —斯特劳斯

　　　　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主义

　　　　解构 后结构主义

第二连续体: 客观 主观

　　　　形构 帕森斯 阿尔都塞/吉登斯 列维 —斯特劳斯

　　　　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主义

　　　　解构 布希亚 福科

后结构主义

　　另外 ,从这三种走向中 ,我们依稀可以看见结构概念的演变趋势:从可见到不可见;从实体

性结构到关系性结构 ,再到规范性结构 ,或者说 ,从现实性结构转向了逻辑性的抽象结构;最

后 ,从过度的规范 ,走向了结构的消亡。如此 ,结构理论解释力下降的原因似乎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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