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学的自然法基础
———弗雷泽对自然状态的阐释

国曦今

提要：以往研究者大多把弗雷泽当作进化论学者加以批判，而忽略了他
在思想史上的意义。 事实上，弗雷泽深受古典学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他以人
类学的方式重新定义了社会和人性的自然法基础，为西方文明由传统进入现
代提供了平稳的过渡方式。 弗雷泽延续了梅因对 １８ 世纪自然权利理论的批
判，他将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志等新兴知识带入对自然状态的讨论中，突出
了历史和习俗的价值。 同时，他以认识论取代道德情感，将之作为人性论的
基础，以为社会制度和道德伦理提供相对稳定的根基。 重提弗雷泽的理论有
助于反思以田野调查为主的人类学方法，突出人类学对基础理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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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 １９ 世纪英国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弗雷泽（Ｊａｍｅｓ Ｆｒａｚｅｒ）确
定了古典人类学基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 他实现了对民族志材料

的综合，确立了学科的研究问题，展示了比较研究的分析方法，提出了

人类学的基本主张。 同时，他是第一个运用民族志材料将西方文明作

为整体进行回应的人。 他不断地回到文明的源头，运用神话、仪式和风

俗重新还原古希腊罗马、希伯来和基督教下的社会生活，探索文明社会

的根基。 身为启蒙运动的传人，弗雷泽同样追求理性和自由精神，为西

方由传统进入现代寻求平稳的过渡方式。
然而，这位如此重要的理论奠基者却被人们轻易地抛弃了。 思想

史上对弗雷泽的研究少之又少，人们普遍认为 １９ 世纪的英国是功利主

义和社会功能论的天下，它们为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确立了新的准则，
仿佛传统可以自然而然地消失，弗雷泽的作用也因此被忽略了。 在人

类学内部，以马林诺夫斯基（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Ｋａｓｐｅｒ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为代表的功

能学派很快取代了古典人类学，他们强调更实证的田野调查方法，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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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是“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认为他不但没有实在的田野材料来勾

勒社会的整体面貌，甚至怀着进化论的恶意把其他民族当成原始人，带
有浓重的种族主义倾向。 经过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随着全球

化进程的加剧，人类学家在文化多元论的指导下，以田野经验为目标，
部分地回应了古典学者提出的问题，却拒绝讨论他们的宏大理论。 在

这个意义上说，弗雷泽似乎只有学科史意义，而没有理论价值。 １９９１
年斯托金（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出版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一书，更加说明了弗雷泽在人类学传统中的失

落。 人们抛弃了这位理论的奠基者，认为他的理论既不能对后来的研

究进行指导，更不能对我们当下的生活有所启发。
事实上，弗雷泽的价值远非如此局限，他的理论对于理解现代社会

有着至关重要的价值。 文化作为人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如今往往被

庸俗化为生活的调剂品，早期人类学的学术关怀业已丧失。 泰勒

（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 Ｔｙｌｏｒ）认为，如果在研究中用整个历史中心的一个领

域代替整个历史，这个领域将局限于文化（泰勒，１９９２：５）。 古典时期

的人类学家旨在探索文化对人类历史整体的作用，不论是对人类心智

的研究，还是对婚姻、宗教等社会制度的拟构，他们强调文化与宏观历

史具有紧密关联。 结构—功能学派以对进化论的批评为名拒绝古典理

论对历史总体进行的书写，转而强调不同社会的内部整合。 马林诺夫

斯基将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真正要素，试图在社会制度的形式、结构和

功能之间发现人们的根本需要（马林诺夫斯基，１９８７：１８）。 他的理论

导向了文化多样性，却忽略了文化的历史价值，尤其是不同文化的交流

与借鉴所形塑的文明的发展历程。 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后经文化相对

主义、多元论等一系列对古典理论的检讨，致使人类学放弃了对人类知

识的总体贡献，放弃了在普遍意义上理解人性和社会的雄心。 在 １９ 世

纪，当人类学第一次以学科姿态屹立在知识之林时，它继承了最前沿的

理论和方法，开启了对世界的全新认识。 作为人类学的早期奠基者，弗
雷泽并不像后人批评的那样是个成见极深的书斋先生，恰恰相反，他所

提倡的人类学实际上可以重塑人们对以往知识的理解，真正实现对世

界各地多元文化的整合，在此基础上为启蒙运动奠定的自然法提供更

加真实可信的补充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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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时代转变中的弗雷泽

弗雷泽是继泰勒之后对人类学建制进行阐发的关键人物。 他把泰

勒的文化人类学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转变为社会人类学 （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又在晚年时再次将之界定为心智人类学 （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Ｆｒａｚｅｒ，１９３１：２３５）。 可见，弗雷泽对于人类学理论的思

考贯穿始终。 他眼中的人类学是一种新知识、新方法，用以增加人们对

世界的认识，进而反思之前的社会理论和人性理论能否准确地把握历

史、理解当下。
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的目标是明确的，他的箭靶直指卢梭。 １９０９

年，他在利物浦大学筹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人类学系期间发表了一篇

与卢梭的自然状态进行对话的演讲。① 他批评卢梭从自己的理论出发

来建立一套社会规则。 尤其是当卢梭以“高贵的野蛮人”设定人的自

然状态时，弗雷泽认为提出这种跳脱历史和现实秩序的人性基础有着

煽动革命的危险（弗雷泽，１９８８：１５１）。 事实也正是如此，卢梭作为法

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他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精神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

的解放运动。 １７８９ 年法国大革命在制度上废除了王权、贵族的政治统

治以及与之相连的教会权威，对封建传统下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全面、彻
底的变革。 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横扫欧洲大陆，共和精神伴随着军

事征服，动摇了欧洲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王权、贵族、教会三足鼎立的稳

定的社会结构。 托克维尔（Ａｌｅｘｉ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ｅｎｒｉ Ｃｌéｒｅｌ ｄｅ 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
认为，如果说英国废除君主制只是社会顶端的动摇，基础却岿然不动，
那么法国大革命则几乎动摇了一切的行政规则和行政习惯，改变了社

会的根基（托克维尔，２０１３：２３８）。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人们的生活习

惯和精神世界被启蒙价值重新塑造。 传统社会中，道德与理性尚未合

一，社会而非个体是道德的承担者，人们更多地依靠习俗而非知识来认

识道德。 也就是说，社会风俗、神话传说以及日常行为规范原本是坚实

的道德体现，但大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人们唯一遵循的是理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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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篇演讲即《魔鬼的律师》，此讲稿是弗雷泽于 １９０９ 年出任利物浦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

授时所作。 后来，由于缺少资金开展澳大利亚的调查工作，弗雷泽在短短五个月后便重

返剑桥。 回到剑桥之前，他在伦敦皇家学院的晚间会议上再次朗读了这篇演讲。 可以说

这篇演讲体现了弗雷泽对社会人类学的基本设想。



自然权利赋予他的价值。 可是，对于未受多少教育的大多数人来说，传
统的崩溃只能带来混乱，“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

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生活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中该如何行动” （托
克维尔，２０１３：２３９）。

作为一个经验论者，弗雷泽认为卢梭的理论缺乏历史依据。 他甚

至认为，当时的社会学研究对人类整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论探讨

都是值得商榷的（弗雷泽，１９８８：１５３）。 与这些理论不同，弗雷泽将社

会人类学局限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原始时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初级

阶段、幼儿时期”，他认为只有通过对人类自然状态的基础进行真实

的、经验论的理解，才能确定自然法的原则，进而对“人类过去的历史

有更深刻、更广泛地了解，为后辈提供一个更为公正的决定民族命运的

方式”（弗雷泽，１９８８：１５７）。 因此，他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限定在野蛮

人的信仰、习俗以及残存于文明社会中的迷信风俗。 在对原始风俗与

迷信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弗雷泽努力探索社会制度背后的基本原则，勾
勒出历史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原因和动力。 同时，他清楚地看到，他所考

察的野蛮人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原始状态。 他说：“我们对于原始状态，
其实是一无所知的。 因此，千万不能用一条规律来说原始人是怎样的，
发展至今又是怎样的，我们最多可以说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曾经出现

过什么样的状态” （弗雷泽，１９８８：１５７ － １５８）。 可见，他用原始人的材

料来批评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设定，并非单纯地还原原始人的生活，而是

在经验中寻找自然法的根基，为启蒙精神和现代性奠定社会基础。
法国大革命无疑引起了英国思想家的思考，但英国当时更直接的

社会动力来自于工业革命的冲击。 工业革命在 １９ 世纪中期爆发，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直接将人带入现代生活。 弗雷泽的一生见证了它的辉煌

与危险，他出生于维多利亚时代，１８５１ 年的水晶宫博览会展现了完全

不输于封建顶峰时期凡尔赛宫的耀眼光芒，而且它更包容、更平等、更
博大。 短短几十年，工业革命像变戏法一样，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创造了

一个如梦似幻的物质世界，坚定了人们对启蒙价值的肯定。 与此同时，
议会改革、政党政治、大学改革开展得如火如荼，英国也在以缓和的方

式告别历史，告别古典主义和基督教。 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苦难并不

少于政治革命。 城市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属于工人阶级，他们的生活

极度贫困。 为了节省开支，他们租住在伦敦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其生

活用水混杂着废弃物，滋生了大量疾病。 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极低，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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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是单调的重复，主日学校教授的宗教教条丝毫没有理性和实际

用途。 恩格斯认为，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如同政治革命对于法国

一样，“资产阶级是不近人情的冷酷和铁石心肠的利己主义，无产阶级

是无法形容的贫困”，这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社会处于全

面的崩溃状态”（恩格斯，１９５６：６０）。 如果说大革命的影响只能波及欧

洲的话，那么工业革命却掀起了整个世界的变化。 资本主义席卷着现

代价值，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理念逐渐被世

界各地所接受，不论他们的历史文化如何，资本主义在短时间内把人们

置于形式上的平等。 正因如此，１９ 世纪末爆发的欧洲战争才引发了第

一次世界性的战争。
英法两国的经验表明，文明由传统进入现代，经历了时代的暴力。

历史往往被忽视，人们试图凭借新的理念为现代社会奠定基础。 弗雷

泽担忧启蒙精神的革命底色，他受英国保守主义影响，认为启蒙精神并

非“现在才有”，而是在历史上已有它的“家谱和祖先”。 在英国，自由

早已得到更高的礼遇，它并非人们用理性和思辨所“发明”之物，而是

作为一种“习惯性的、天然的尊严”鼓舞着人们，“防止那些最先获得任

何名气的人们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带有的那种使人丢脸的暴发户式的

倨傲”（柏克，２００９：４５）。 白哲特（Ｗａｌｔｅｒ Ｂａｇｅｈｏｔ）指出，在英国的宪政

中，尊崇原则与效率原则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说大革命之后的民

主政治不能唤醒人们的尊崇，那它几乎难逃风雨飘摇的命运（白哲特，
２００５：３ － ７）。 弗雷泽并非没有看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势所趋，他也不

是绝对君主制的拥护者，他的研究旨在超越以观念建构社会的危险，从
历史的发展中找到社会迈向自由和进步的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反对观念论。 他在研究中首先区分了观念

和习俗，他所关注的迷信风俗本质上是过去久远的观念在文明社会中

的遗留，这正体现了观念与制度间的张力。 他认为，习俗是不易改变

的，但习俗之上的价值和观念往往容易被新的理论所取代。 通过对习

俗本身的研究，可以揭示在观念之下社会自身演进的历史，人们将发现

更加真实而稳固的社会基础（弗雷泽，１９８８：１４４ － １４６）。 当弗雷泽在

１９２１ 年再次阐释他的“心智人类学”时，他认为，人类学要解决的是“那
些哲学家、夸夸其谈的人、煽动家和梦想家为人们创造的普遍民主和普

遍财富的黄金时代的想象，他们已经将无知的大众引向了绝壁的边缘，
并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推了下去”，而人类学的任务就是用新的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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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面对同样的主题时，“基于对材料耐心地搜集和整理工作”，使
人们接近历史的真相（Ｆｒａｚｅｒ，１９３１：２５１）。

二、自然法思想在 １９ 世纪的发展

弗雷泽选择自然法问题作为他理论关切的重心，不只是出于研究

兴趣，也受到 １９ 世纪英国自然法理论全面发展的影响。
登特列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Ｐａｓｓｅｒｉｎ ｄＥｎｔｒèｖｅｓ）在《自然法》中指出，对于

自然法的讨论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一是作为普遍适用的法律体

系的自然法，其二是作为自然权利的自然法。 前者以罗马法为它的基

本原型，突出法学原理和法律实践中作为实定法补充和诠释的自然法。
后者多指近代以来对自然理性的阐释，并由此生发出一套基于人之尊

严与能力的社会、伦理思想（登特列夫，２００８：３０，５５）。 这两种自然法

理论经过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之后，受到欧洲思想界的

重视。 梅因（Ｈｅｎｒｙ Ｊａｍｅｓ Ｓｕｍｎｅｒ Ｍａｉｎｅ）在《古代法》中对当时的自然

法研究进行梳理，他综合了前人的分析路径和理论方法，提出了新的研

究范式。 弗雷泽对自然法问题的阐释则是在梅因的基础上对该问题的

推进。
梅因是当时英国最著名的罗马法研究专家，他从历史材料入手，阐

释了自然法如何由罗马时期作为法律补充的自然法思想一步步演变为

近现代的自然权利学说。 他认为，在自然权利以及以之为基础的近现

代政治学说的各个层面中，都有罗马法的影子。
梅因承认自然法思想在古代罗马确有雏形，但认为它并非如近代

自然法理论那样成为“一切特殊观念如法律、政治与社会的渊源” （梅
因，２０１５：５３），而毋宁说它是一种想象。 “因为法学专家显明地把‘自
然法’想象成一种应该逐渐吸收各种民事法律的制度，但是在民事法

律还没有被废弃以前，自然法却不能把它们取而代之”。 虽然它是一

种希望，是一种想象中的完美法律的典型，但是，它并非如上帝之国一

样完全是幻想的产物，“一般的看法，它是现存法律的基础，并且一定

要通过现存法律才能找到它”。 因此，梅因才说，“它的职能是补救性

的，而不是革命性的或无政府状态的”（梅因，２０１５：５１ － ５２）。
在梅因看来，自然法从实践法学的指导变成一种纯理论的信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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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功于大革命之前法国混乱的法律实践。 在封建时期，法律实务者谙

熟“民法大全”和注释集，但对于超出成文法内容的法律案件，由于缺

乏可进行把握的一般性原则，他们只能从“法学汇纂”、“寺院法”和当

地习惯中寻找相关规定。 又由于区域间存在差异和封建规则各有不

同，法律的程序与判决方案也存在差异。 长期的混乱使法律学家热切

地盼望一种单纯一致的理论指导，由此自然法便得到了很高的礼遇，
“成为法国的普通法” （梅因，２０１５：５７）。 孟德斯鸠的理论便是在这种

背景下获得了成功，但他仍然尊重历史方法，以中和纯理论的阐发。 到

了卢梭这里，他将“自然法律”转变为“自然权利”，使所有人抛掉历史

特性，从而“一律是在一种假设的自然状态中的人”。 他认为，“每一种

法律和制度，凡是不能适合于这些理想情况下的这种想象的人，都被加

以非难，认为是从一种原始完美状态的堕落；对于每一种能使社会更接

近于自然生物统治着的世界的社会变革，都认为是可以赞美的，并值得

用任何明显的代价使其实现” （梅因，２０１５：５８）。 梅因发现，以自然权

利为宗旨的自然法学说经过 １８ 世纪文人们的发展和阐释，渐渐失去了

罗马法的真义，转而成为现实世界中政治教条的宣言。 人之平等、自由

的基本权利，在罗马法中是承认市民法的区隔之后的补充，而在 １８ 世

纪却成为了政治动员的手段。
梅因进一步指出，仅从法律条文中找寻自然法观念是不够的，还需

要在古代习俗中还原它的意义。 他通过对英国自然法学家的理论基础

进行批评，将习俗引入自然法的讨论范围。 他认为，以洛克和霍布斯为

代表的理论家以“人类的、非历史的、无法证实的状态作为他们的基本

假设”，他们对历史的态度，尤其是对人类社会早期的粗野历史是相当

鄙夷的。 他们认为“在原始状态中的人和在社会产生后的人两者之

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把他们分离开来”。 这也难怪，在进化论尚

未产生之前，关于人类统一体的观念无法被接受。 这种切割历史的方

式使自然法学说缺乏牢固的基础，因此梅因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拓展了法律的边界，不只局限于成文法的规定，而是要研究遥远时代中

的法律究竟是怎样运作的（梅因，２０１５：７６ － ７９）。
梅因对自然法研究的梳理为 １９ 世纪自然权利的讨论指明了方向。

他将历史重新带入自然权利的理论建构中，并在早期的社会风俗中发

现自然法观念背后的社会土壤。 他的研究指示后辈学者在古代习俗中

搜寻自然状态的可靠证据，以确定更符合历史事实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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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因的启发下，对古代风俗的研究为古典学带来了一场改革之

风，弗雷泽的工作继承了这场东风，将之推广到对古希腊的研究中。 梅

因于 １８７８ 年从牛津大学来到三一学院担任院长，弗雷泽也于第二年毕

业后留在三一学院任教。 他入职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对古典文本《希腊

志》进行翻译和注释。 阿克曼在追溯弗雷泽这段经历时颇感吃惊，他
说：“鲍桑尼亚的《希腊志》是一部描写古希腊风景和游记的作品，其中

并没有什么关于理智的讨论，很难想象会有人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

事这样的工作”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７：５５）。 确实，弗雷泽与出版社签约的

任务是将其译成英文，但他却对材料的真实性做了诸多还原。 他搜集

了大量的考古资料、神话民俗、地图、照片，为此还专门到希腊进行实地

考察。 在出版《希腊志》时，原本的翻译只有一卷，弗雷泽的评注却长

达四卷，材料、索引足足一卷。 这项工作在当时意义重大，鲍桑尼亚

（Ｐａｕｓａｎｉａｓ）被看作是比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更早的民族历史学家，他
对希腊风俗有着详细的介绍。 对鲍桑尼亚的重视表明了古典学由重视

文本向重视知识积累的转变，人们通过考古研究找到了比文本记载更

加真实丰富的历史。
弗雷泽对古希腊的探索与梅因对罗马社会的还原如出一辙，这与

当时考古学的发现密不可分。 １８７１ 年，当亨瑞奇·谢里曼（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Ｓｃｈｌｉｅｍａｎｎ）受到《荷马史诗》的启发对特洛伊进行挖掘时，他发现了一

个比古典文本的记载更早的希腊世界，把希腊历史推向迈锡尼文明。
这使西方人十分震惊。 随后，阿瑟·伊文思（Ａｒｔｈｕｒ Ｊｏｈｎ Ｅｖａｎｓ）揭秘的

克里特文明以及 Ｊ． Ｌ． 迈尔斯（Ｊ． Ｌ． Ｍｙｒｅｓ）在塞浦路斯发现的古墓，说
明爱琴海和叙利亚自上古便有交往。 皮特爵士 （Ｗ． Ｍ． Ｆｌｉｎｄｅｒｓ
Ｐｅｔｒｉｅ）在埃及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埃及、克里特和爱琴海之间的历史

联系（彭尼曼，２００８：１２４）。 这批考古学资料极大地刺激了弗雷泽，同
时，他所翻译、编著的《希腊志》也为当时的希腊考古带来了新的高峰。
１８７３ 年，谢里曼以鲍桑尼亚为向导，在特洛伊发现了普里阿摩斯宝藏

（Ｐｒｉａｍｓ Ｔｒｅａｓｕｒｅ），随后又发现了迈锡尼的王室墓藏（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７：
１３４）。

如果说语言学拓宽了古代罗马的历史范围，将印欧社会作为早期

罗马的历史原型，那么，考古学也同样拓宽了希腊研究的范围，将埃及

直至中亚连成一个整体，通过出土的碑刻铭文、宫殿遗址和祭坛神庙等

遗迹还原上古的宗教制度与社会风俗。 这项工作以剑桥大学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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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研究为代表。 简·哈里森（Ｊａｎｅ Ｅｌｌｅｎ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于 １９ 世纪末先后

出版了《希腊宗教研究导论》《古希腊宗教的社会起源》《古代艺术与仪

式》等多部作品，综合新出土的材料对希腊的宗教进行了总体性分析。
库克（Ａ． Ｂ． Ｃｏｏｋ）对希腊诸神之王宙斯的不同形态进行研究，随后康

福德（Ｆｒａｎｃｉｓ Ｃｏｒｎｆｏｒｄ）又利用新的材料重解了希腊的历史和哲学，在
思想界广受重视。 他们对于希腊研究的丰厚积累使弗雷泽对古代风俗

有了深入的了解，为他后来研究西方文明的历史根基提供了必要的

准备。
对于古代风俗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自然法理论，曾经被看作野蛮

粗鄙的社会风俗现已得到合理的解释。 在早期社会尚不完善的制度

下，它们虽然未被写进法律文本，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的行为

规范，这一状态才是历史早期真正的“自然状态”。 梅因笔下的纯理论

的自然法学家们，一方面强调剥离历史和文化的普遍的人之基本权利，
另一方面却又在历史早期的迷信风俗与文明社会的制度之间划分严格

的界限，仿佛人之本性并非一以贯之。 经过对古希腊罗马的历史社会

进行研究，两者间的这种矛盾得到了部分解答。 换言之，自然法学家要

想对普遍人之自然权利进行阐释，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现代世界的政治

伦理学说，就不能再对历史进行人为切割，尤其不能忽略早期历史制度

背后的社会风俗。
在接受了历史的价值之后，需要对早期的迷信风俗进行研究。 在

《物种起源》的启发下，当时的学者认为，解读迷信的最佳方式是对世

界诸文化的类似风俗进行比较研究。
１８６５ 年，麦克伦南（Ｊｏｈｎ Ｆｅｒｇｕｓｏｎ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发表了《原始婚姻》，

他把婚姻当作社会交往的基本形态，讨论婚姻构建社会的条件和限制。
他列举了世界多个民族中同族通婚和异族通婚的事实，讨论它们和氏

族、部落等政治边界之间的关系。 麦克伦南的研究否定了梅因在雅利

安社会发现的作为家庭之普遍结构的父权制家庭，尝试在原始民族的

图腾制度中找到婚姻的边界（毛雪彦，２０１８）。 这一研究不但在方法上

扩大了比较研究的范围，也深化了主流理论中关于自然权利问题的讨

论。 罗马的父权制家庭历来被当作拆解权力与政体形式的理论原型，
库朗热（Ｎｕｍａ Ｄｅｎｉｓ Ｆｕｓｔｅｌ ｄｅ Ｃｏｕｌａｎｇｅｓ）还在前一年说明了罗马权力

由家庭—氏族—部落不断攀升的过程。 麦克伦南通过对原始民族的研

究，从根底上质疑了社会构成与权力诞生的基础，他的思想带动了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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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原始社会的讨论，其中，对弗雷泽具有直接影响的当属威廉·史

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Ｓｍｉｔｈ）。
威廉·史密斯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与梅因很相似。 一方面，他将阿

拉伯文引入希伯来语对《圣经》的解释中，从历史出发对早期闪米特宗

教进行分析，把犹太教先知宗教的道德起源还原为闪米特人的习俗

（史密斯，２０１３：６９）。 另一方面，他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也相当熟悉，他
不但向弗雷泽展示了用野蛮民族的经验理解历史的可能性，还亲自带

领弗雷泽分析原始材料。 弗雷泽在翻译《希腊志》时发现，公元 ２ 世纪

时的希腊宗教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的描述十分相似。 他就此向史

密斯请教，并在后者的耐心指导下，完成了对大英百科全书的“图腾”
与“禁忌”词条的撰写。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从古典研究中走出来，接触

不同民族的原始材料。 与此同时，弗雷泽又以其研究兴趣发表了一篇

题为《一些说明原始灵魂理论的野蛮习俗》（“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Ｂｕｒｉ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ｌ”）的文章。 这篇文章开

启了他独立从事人类学探索的道路，他在文章中做了 ２７７ 个注脚，足以

显示他对原始材料的分析能力，而他对野蛮人心智的兴趣也贯穿在他

后来的研究主题中（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１９８７：６５）。
至此，可以说弗雷泽全面接受了用古代风俗和原始材料回应自然

法问题的研究传统。 在理论方法上，梅因的启示是盏明灯，将自然权利

的探索引入历史和经验领域；在材料上，当时的三一学院汇聚了希腊、
罗马、希伯来等古代史研究专家，对原始材料的分析方法也由史密斯带

来剑桥。 这些准备为弗雷泽回应卢梭的理论提供了充分的支撑，也表

明 １９ 世纪新兴知识对自然法问题的全面深入。

三、回到自然状态：人类学的问题起点

“我们是否听鸫鸟的骗？ 进入我们的最初世界。 他们就在那里，
端庄高贵，隐而不见” （艾略特，２０００：４８）。 艾略特 （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ｔｅａｒｎｓ
Ｅｌｉｏｔ）在 １９ 世纪末发表的《四个四重奏》中提到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
即进入最初的世界。 在 １９ 世纪以前，“最初的世界”可能被阐释为原

始人的自然状态，尤其是在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

础》和《社会契约论》中，他为人之本性设定了自然状态的原型。 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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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的《金枝》发表之后，“最初的世界”不再只是理论假设。 不论是

对西方文明的历史还原，还是对未开化民族的研究，“最初的世界”都
具有了经验所指，人们开始在历史中寻找自然状态的基础。 弗雷泽在

阐释自然法理论时以卢梭为对话对象，他并非不明白卢梭设定自然状

态的意义，他的着眼点也不在于对自然状态做事实层面的批判，而是希

望通过材料订正自然权利，为人之本性和社会构成提供更为稳妥的理

论解释。
弗雷泽对卢梭问题的讨论并非通过对其理论观点的全面审查来展

开。 在他看来，只要澄清了卢梭的“自然个体”和“自然社会”，便能重

新确定自然权利的含义。 因此，他选择将卢梭的“自然状态”作为对话

的起点。 在阐明这一区别后，他随即开始搭建自己的理论框架，以历史

材料和未开化民族的比较研究寻找社会构成的基本模型。 这项工作在

他 １２ 卷本的《金枝》中正式完成，而与卢梭的对话则可以看作是为《金
枝》所做的准备。 他在 １９０５ 年发表的《早期王权的历史讲座》（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ｓｈｉｐ）中第一次正式提到卢梭，其行文逻

辑几乎完全是对卢梭“自然社会”的反驳（Ｆｒａｚｅｒ，１９０５：７）。 １９０９ 年，当
他开始筹建社会人类学系时，他再次重申这一观点，并将这篇对话扩充

成为系列讲座，全面地回应了卢梭的“自然状态”。

（一）自然状态：人的集体性及集体的物质保存

卢梭描述的原始人是一种个体状态。 他认为，不论是自我保存还

是对他人进行同情，自然人首先是个体之人。 自然的限度给了他们自

由，他们既不会受人奴役，也不想要奴役别人，他们甚至不与旁人发生

什么关系，因为大自然提供给他保存生命的东西（卢梭，２０１５：５７ －
６０）。 与卢梭不同，弗雷泽从具体生活场景出发考察原始社会，他以大

量的事实证明，原始社会并不存在个体生活之人，他们总是集体行动。
弗雷泽认为，原始社会不是个体的自由结合，集体的关联十分紧

密，个人行动受到集体的强烈制约，任何可能的破坏行为都会招致集体

的惩罚。 比如说，对国王的臣服是社会整体的要求，王的生命是自然生

命的象征，任何冒犯行为并非是对国王本人权威的挑战，而是对整个社

会生命的亵渎。 那些原本属于个人的乱伦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的一致谴

责，对其惩罚的严厉程度也完全超出了个体生活的范畴，这是因为乱伦

被认为能使自然失调，让粮食歉收。 当达雅克人以公开诅咒的方式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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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盗贼时，起作用的并不是受害者个人的力量，而是受害者以巫术惊动

了神灵，诅咒的力量威胁着丰产，社会集体因此对盗贼施压。 对鬼魂的

恐惧更是如此，如果不举行净化仪式，即使打胜仗的英雄们也无法返乡

（弗雷泽，１９８８：４、３１ － ３２、１１６ － １１７）。 由此可见，集体性是原始人的

本质属性，诸如尊敬、爱情、诅咒和战功等我们理解中的个体行为，在原

始人眼中却由于巫术的作用变成了集体事件。 在这个意义上，个体生

活是不存在的，人的集体性要先于他的个体性。
原始人之所以有如此紧密的集体生活，与他们的生计水平有关。

卢梭以自我保存作为人的基本属性之一，弗雷泽也同样如此，在他看

来，集体生活显然比个体劳动更能满足自我保存的需求。 弗雷泽认为，
早期社会制度的建立实则来自人们对丰产的追求。 比如在统治机构

中，人们惧怕王的权力是因为王能够影响自然，他的生命象征着自然生

命，是食物的来源。 一旦他丧失了生命力，他也就失去了自然赋予他的

权力。 婚姻制度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某些地区的人们对乱伦

者进行惩罚，是因为担心对土地造成污染，影响收成；而聪加猎人出行

前则与女儿乱伦，以期获得丰收。 这都说明了婚姻制度与丰产或正或

反的关联。 极端的回避原则甚至存在于异性的直系亲属之间，这种禁

忌完全忽视了人们的亲情纽带，它建立在两性生育的观念之上，因为乱

伦行为威胁着人口繁衍，能够造成自然的毁灭（弗雷泽，１９８８：４ － ６、
９６ － １０５）。 从这点来说，社会制度的建立和对禁忌的惩罚并非出于人

们的自然情感和道德要求，而是更多地在于对集体物质生活的保障。

（二）作为认知方式的巫术思维

弗雷泽否定了卢梭的自然个体，紧接着，他还要反驳似乎无可辩驳

的怜悯之心和道德情感。 卢梭认为，在自然个体进入自然社会时，道德

情感的发育是个体与社会沟通的纽带。 而弗雷泽则以社会总体为起

点，他认为个体对社会关系的想象是通过巫术思维达成的，相较于怜悯

之心，巫术思维是原始人建立社会关联的核心。
野蛮人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地杀人，并非出于同情，而是由于担心

死者鬼魂的报复。 大部分原始人相信，被杀者的魂魄会紧紧地缠住凶

手；为了防止鬼魂的侵犯，人们通常会举行净化仪式来驱赶它们。 在孟

加拉的拉加马哈人中，如果两个男人争吵并发生流血斗殴，刺死对方的

人将被罚一头猪，他必须将猪血淋遍全身，以防被死者的鬼魂缠住。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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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索要猪的方式不是赔偿，有时，被害人的部落也要用一只动物来举行

净化仪式，因为鬼魂可能会因怨恨家人不为他报仇而伤害他们。 旁遮

普的印度人认为，如果母亲在分娩后的第十三天前死去，她将化为厉鬼。
为防止她侵扰世人，人们在她的眼睛里放进胡椒，使她看不见回家的路。
原始人正是担心鬼魂的报复才不会轻易地使用暴力，那些被认为是善良

的美好品质，或许只是出于迷信的恐惧（弗雷泽，１９８８：１０７、１２８、１４４）。
在社会层面，卢梭认为原始人不依赖法律和武力的强制便能自觉

遵守秩序，他把这视作道德情感的作用，是自然状态下孕育的道德起

点，对此有很高的评价。 弗雷泽却认为，那些看似道德和秩序的行为，
不过是野蛮人对巫术作用的忌惮。

巫术思维保障了统治秩序的稳定。 大量的原始民族认为，国王拥

有神秘力量，能够与鬼神沟通，是人类的主宰。 事实上，首领的任何行

为几乎都不会招致反对，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
弗雷泽讲到古秘鲁印卡王的例子：“印卡王和他的兄弟们如果想要漂

亮女人，可以随意占有，这对他们而言是合法的。 而且，任何姑娘都不

会拒绝他们，甚至她们的父亲还会主动把姑娘送上门去。 他们也不会

受财富的诱惑，作为统治者，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太阳神和印卡王的所

有财富……他们也不会受报复欲或者情欲的诱惑去打死、打伤什么人，
相反，他们得到的崇拜仅次于王本人。 如果有谁激怒了某位印卡，就会

因被视作渎神而受到极重的惩罚。 但是可以断言，从来没有一个印第

安人由于冒犯了印卡的身份、荣誉或财产而受到惩罚。 既然他们将印

卡视若神明，这类冒犯就绝不会发生” （弗雷泽，１９８８：１１）。 或许在卢

梭看来，印卡王的例子更加佐证了他的“高贵的野蛮人”的设定，他们

看起来不受欲念支配，更有秩序，但弗雷泽认为，事实上他们只是受到

巫术思维的控制。
这一点在私有财产的保护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波利尼西亚，战

士的动产具有某种禁忌性质。 除了它们的主人以外，任何盗取、破坏或

者践踏它们的人都将受到惩罚，染上致命的疾病。 毛利人在诸如衣服、
房屋、粮食或者果实等私有财产上增加某种记号，使它们受禁忌之神看

管。 偷窃行为或许会瞒过旁人，但神无所不知，在婆罗洲的达雅克人中

发生过两次偷盗案件并最终以诅咒的方式得到归还（弗雷泽，１９８８：
１７、３１ － ３２）。 原始社会中虽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但巫术造成的精神

恐惧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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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弗雷泽都证明了卢梭对自然状态的描述

值得商榷。 弗雷泽认为，原始人并非处在个体的状态，而是以集体生活

作为根基。 卢梭在自然个体中界定的“自我保存”与“怜悯之心”这两

个基本属性，被弗雷泽以“集体的物质保存”与“巫术思维”所取代。 在

弗雷泽眼中，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是另外一番场景：人们出于对丰产的

需求，以巫术的方式理解世界，从而认为个体行为既能对集体产生影

响，也能改变大自然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找到了可以取代道

德情感作为沟通个体与集体的更本质的方式———巫术思维。
弗雷泽紧紧抓住卢梭对自然个体和自然社会的阐释。 他理解卢梭

的启蒙用意，但反对以个体之人作为现代人性论的起点，也不赞成把道

德情感作为社会关联的原则。 由于道德情感的不稳定性，个体与社会

很容易脱节，战争状态似乎更容易出现。 当第一批巴黎市民反对国王

的暴政时，他们是有充足理由的，但罗伯斯皮尔（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ｅｎ Ｆｒａｎçｏｉｓ
Ｍａｒｉｅ Ｉｓｉｄｏｒｅ ｄｅ Ｒｏｂｅｓｐｉｅｒｒｅ）的全面清洗却使法国陷入更为恐怖的专

政。 看似是革命精神的延续，实则早已丢弃了卢梭的理想。 革命精英

尚且如此，对普罗大众来说，卢梭的方法更是一条难行之路了。 与弗雷

泽同时代的涂尔干、莫斯（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韦伯、特洛尔奇（Ｅｒｎｓｔ Ｐｅｔｅｒ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等法、德社会思想家，也都看到了 １８ 世纪启蒙精神

的个体主义倾向，他们的学说纷纷建立在对社会的讨论之上，将现代性

的社会基础勾勒出来。 以涂尔干为代表，他将个体性与社会性作为人

性的双重本质，为启蒙价值增加了社会维度 （涂尔干，２００６：１７７ －
１８９）。 与早期的启蒙运动不同，１９ 世纪社会思想的总体变化一方面得

益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也与人类学对人性论的改造密不

可分。

四、以认识论取代自然情感：弗雷泽对人性基础的阐发

卢梭对自然状态的解释不只是对原始人生活场景的描述，而是对

普遍人性的探讨。 弗雷泽也同样如此，巫术思维并非只在原始社会中

存在，它既是一种认知方式，也是延续至今的社会习俗的内在逻辑。 在

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弗雷泽对原始心智进行了认识论意义上的

还原，他找到巫术思维的认识论错误，揭示出人性固有的认识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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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对认识论的讨论不像哲学家那样限定在概念之间，因为他

要处理的大部分材料来自未开化民族，受其认知水平和表达方式所限，
弗雷泽无法将它还原到哲学层面。 人们的信仰方式同样显示了他的认

知水平，弗雷泽用巫术—宗教—科学勾勒出一条认识线索，他尤其强调

巫术与宗教之间的区别。 借助柏拉图的理念论，弗雷泽把巫术和宗教

区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认识方式。 巫术更为原始，虽然在认知过程中

发生了逻辑错误，但它仍以自然事物为参照，以认识自然为目标。 而宗

教思维则不同，它构想出一个超越于自然之上的观念实体即神，以神的

好恶取代自然规律。 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认为巫术离科学更近

（Ｆｒａｚｅｒ，１９１１：２２０ － ２４３）。
弗雷泽在剑桥大学以柏拉图的理念论作为毕业论文主题，并以此

获得留校资格。 在这篇论文中，弗雷泽考察了理念论的始末，开展了对

巫术思维的研究。 弗雷泽认为，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人们的认识方法

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苏格拉底强调用归纳的方法认识事物，而柏拉图

则认为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是有限的，他提出理念论以勾连认识主体

和认识对象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企图认识无限和绝对的知识，为积累

的知识提供确定性。 弗雷泽考察了柏拉图理念论的阐发过程，认为即

使是理念论也不能避免感性认知的错误，反而容易引发更大的危机。
弗雷泽拒绝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这是使神灵观念固化的重要原

因。 他主张回到苏格拉底的方法，并揭示出在苏格拉底的“总结”之外

另有一条更为隐蔽的认识线索。
苏格拉底认为，理性依靠归纳和推理整合经验材料。 弗雷泽则看

到，记忆（ｍｅｍｏｒｙ）、抽象（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和比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是先于理性

的认识之路，它们同样从感觉而来。 感觉是当下的，当一个感觉发生

时，过去不可知，未来不可知，只能对当下的感觉有记忆。 感觉出现得

多了，人们便会进行比较；当两个感觉差不多时，人们会在记忆中形成

一个大体印象。 这种记忆的能力是从纯感觉的片断中产生的心灵状

态，是感觉之间的相似作用。 它是情景化的记忆。 它本身没什么用，只
能使我们有一些曾经经历过的模糊印象。 在这之后，理性运用抽象和

总结的能力使我们注意到相似的事物，同时把不相似的事物区分开来，
这种归纳相似性的方法就是苏格拉底“总结”的基础，而弗雷泽则揭示

出在总结之前发生的记忆相似性的过程（Ｆｒａｚｅｒ，１９６７：３）。
弗雷泽既然看到了感觉的这层作用，便能解释柏拉图用回忆说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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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断裂的两条原则。 柏拉图为了避免感官认识的

不稳定性，先将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进行抽象，又以回忆说建立二者的

关联。 他认为， 抽象后的观念被两个原则所联系， 其一是相似

（ｒｅ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比如一个人的相片代表了他；其二是接触（ｃｏｎｔｉｇｕｉｔｙ），
比如琴使我们想到了拿琴的人，因为我们头脑中有个他拿着琴的记忆

（ｍｅｍｏｒｙ），又或者是看到了 Ａ 就能想到 Ｂ 的某个观点，因为我们看到

他俩接触的场景。 根据回忆说的原则，那些被表明的观念（ｎｏｔｉｏｎ）与
表明事物的观念既可以像，也可以不像，而并非像归纳原则一样是相似

的。 比如说，在仅仅是接触的例子中，我们由琴联想到人，琴和人在归

纳原则下是不同类别的事物，但在接触原则下，它们便可以发生联系。
在相似律指导下，被表明的事物既可以完全与表明的事物相似，也可以

部分地与它们相似，比如“相片代表了人”是完全的相似，而“洒水代表

雨水”只是部分的相似（Ｆｒａｚｅｒ，１９６７：５２ － ６１）。
柏拉图认为，在所有回忆的例子中，被表明的那些观念之前就已经

在头脑中存在，这就是理念论的雏形。 拿相等来举例，生活中我们会见

到相等的事物，它们多多少少存在着不相等的地方。 柏拉图认为，当我

们第一次看到两个相等的事物时所产生的“相等”观念，一定是在看到

它们之前就存在的，否则不可能在两个事实上有所差别的事物中发现

它们的相等性。 因此，相等的理念一定不能来自于感觉，它是先天的。
而弗雷泽却认为，在观念相似性背后通过记忆和印象形成的感觉相似

性，似乎更符合理性抽象能力尚未完全发育的普通人的心智状态

（Ｆｒａｚｅｒ，１９６７：１０ － ３１、４５ － ５２、７１ － ８０）。
弗雷泽从感觉的相似性中提出交感巫术原则。 以往的认识论旨在

求真，而弗雷泽却大胆地说出“假”的存在。 他承认感觉相似性在认知

过程中产生了错误，并认为这便是巫术思维的来源。 巫术思维包含两

个原则，即相似律和接触律，二者被合称为交感巫术（ｓｙｍｐａｔｈｙ ｍａｇｉｃ）。
相似律是把相似的东西看作同一个事物，接触律是把曾经接触看成一

直接触。 因为是感觉的作用，所以它们仅产生某种印象，当人们尚不懂

得运用理性加以辨别时，巫术思维便发生了。 比如我们说琴和人是不

同类的东西，对琴的破坏无法伤害人本身。 但在巫术思维里，人们运用

的是感觉和记忆，当他看到一个人抱着琴时，他便在脑海中保留了人与

琴相连的场景，而他的理性尚不懂得通过物体的性质对不同的事物进

行区分，他会天然地认为对琴进行作用就能对人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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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弗雷泽对柏拉图理念论的反对，实际上是

对西方宗教传统的清理。 理念论被认为是基督教核心思想的先行者，
尤其当柏拉图把灵魂和理念作为实体进行规定后，对感官经验的否定

使人们认为灵魂和上帝才是更可靠的实体。 在人们不可知的灵魂和无

法捉摸的神性中，不论是知识还是善行都更为绝对。 这种思想的极端

化导致了中世纪的黑暗，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分离，人不再相信自己

的认识能力，而完全投降于上帝的安排。 理念世界的知识优先于可感

世界，致使感性和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精神王国的正义优先于世俗生

活的正义，造成教会权威凌驾于世俗王权。 直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被

重新接受，人们才对自然王国和人类理智逐渐恢复信任，在精神层面上

遏制理念论的扩张。 教会的解体不能在思想上根除理念论，因此引发

了早期英国经验主义对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讨论。 上帝所代表的绝对理

念遭到哲学家的质疑，在中世纪的实在论彻底消失之后，关于共相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ｔｉｏｎ）的形式的讨论仍是重要的哲学问题。 我们可以想象三

角形的共相或者一个人的共相吗？ 洛克认为完全可以，尽管有些困难。
但经验主义的休谟和贝克莱却极力反对。 他们认为共相只是代表，即
是所有类似实例的一个而已，休谟甚至直接拒绝承认有任何的共相

（Ｆｒａｚｅｒ，１９６７：６８ － ７１）。
关于共相的哲学讨论引发了人们对道德和政体的重新判断，休谟

的道德哲学从反思康德的绝对律令出发，带有很强的经验感和历史性。
此后的英国经验主义在告别了理念论指导下的认知方式和道德说教之

后，逐渐展开了对自然界的观察，引出了 １９ 世纪考古学、生物—人类

学、民族志等一系列浩浩荡荡的知识大变革。 当时的学者认为，庞大的

资料库和调查报告才是知识的阶梯，由此归纳出的普遍性规律才能指

导实践。 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历史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 历史不再

是观念的执行者，它本身就是行动的主体。 因此，我们对社会秩序和道

德的把握不能再依靠观念的阐释，而是要回到历史之中，在经验层面找

到秩序和道德发生的源头。

五、通过习俗回到历史

在进入具体历史场景之前，弗雷泽要处理认识论与社会总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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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 他用认识论代替道德情感组建社会的思想受到苏格兰启蒙运

动的影响。 “同情” （ ｓｙｍｐａｔｈｙ）作为人类的天然情感，在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和休谟的理论中得到充分阐释。 他们从个体情感上考

察同情的含义，认为同情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联的基础，是社会道德的

前提。 弗雷泽延续了这一讨论，但他的路径有所不同。 他认为，同情并

不能为道德提供基础，因为它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出于自然本性对

自身苦难的厌恶和出于道义对他人苦难的同情，指向着相反的道德方

向。 斯密用“公正的裁判者”来平衡它，休谟则看到同情之外社会交往

中的利益（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原则，但弗雷泽认为这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因为同情的基础是想象，它的本质是用想象的方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

建立关联。 根据弗雷泽的认识论考察，想象本身包含着不确定性。 既

然根基不稳固，以自我推展开的社会秩序与道德原则也就面临崩塌的

可能。 因此，弗雷泽用交感巫术界定他的巫术原则，强调的正是自我与

他者、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通过想象达成的混融状态。 弗雷泽限定

了同情的边界，认为同情仅在认识论上发挥作用，而不能为道德奠基。
他不认同个体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他在反对卢梭的自然情感时已经表

明，社会才是其考察的基础，道德并非来自个体同情的推广，而是有其

他的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弗雷泽对同情所作的认识论限定不但

反对了卢梭的自然情感，也扭转了苏格兰启蒙思想的道德方向。
弗雷泽在孔多塞（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Ｃｏｎｄｏｒｃｅｔ）的思想中得到启发。 孔多

塞以知识的进步构建了一条人类历史的发展之路，他将人类历史分成

十个时代，从部落时代直到现代，并认为进步的动力是知识的增长。 孔

多塞拒绝纯粹的知识，强调只有通过知识实现对社会的推动，才能推动

历史进程。 古希腊和中世纪的阿拉伯虽然都是知识中心，但由于奴隶

制和专制政体的限制，社会并未真正地进步。 而近代哲学在笛卡尔的

启发下，把科学知识推广到包括上帝、人和世界等全部对象上，实现了

用理性为社会立法。 同时，在洛克的影响下，理性的原则也作用于道德

学、政治学和公共经济学，使它们获得了与自然科学同等的确定性。 孔

多塞认为，是理智奠定了社会的基础，他说，“人是一种明智的生物，是
能够进行推理和获得道德观念的。 维护这些权利乃是人们结成政治社

会的唯一目标，而社会的艺术便是要保证他们能以最完整的平等并在

最广泛的领域内保全这些权利的艺术” （孔多塞，２００６：１１３）。 在他眼

中，政治生活的核心并非导归人的道德要求，相反，一套科学的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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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技术才是国家正常运转的保障。 因此，他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认为

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是与生产部门的劳动密切相关的，每个生产部门

都有一部分无须投入再生产而可以保存下来的财富，这部分财富应用

于公共事业，诸如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以及个人权利的保障等等。 这是

政府机构与社会公共组织建立的前提，它是仅从个人意志和个体利益

出发无法完成的事（孔多塞，２００６：１１５ － １１８）。
孔多塞的理智进化论不只肯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价值，把人们从

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文明恐慌中解救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为国家的政治

原则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保障。 他接受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认为这是近

代思想最主要的成果之一，但他同时表明，自由的前提是运用理性的能

力。 社会的进步和道德的完善无不与理解力密切相关。 正因如此，他
极端反对迷信，认为迷信与暴政是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 “人类

的理解力曾经被迫匍匐于错误的指导面前，它灌输给他们每一代从襁

褓之中所传递下来的荒谬信念，加之以对迷信的惊惧和对暴政的惶

恐”（孔多塞，２００６：１４６）。 孔多塞以理智批判迷信，认为基于迷信建立

的社会制度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应当被废除。
弗雷泽认同孔多塞的观点，希望通过科学为现代性奠定坚实的基

础，但是，他并不赞同孔多塞提供的解决方式。 在他看来，孔多塞急于

同迷信告别，并未对现实中人类理智的不平等提供合适的对策。 更进

一步，弗雷泽看到，制度的建立并非完全是理性设计的产物，它更多地

源自历史。 就像英国的习惯法对成文法的重要影响，过去的习俗只是

换上理性的外衣，继续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弗雷泽认

为，理智状况与社会发展应处于同等水平，人们需要努力寻找调和二者

的方法，否则，盲目以观念为社会立法就将重蹈大革命的覆辙。
弗雷泽受到孔多塞的启发，以认识论定义历史，但他不同于孔多塞

着眼于知识的进步，而是看到历史的一般进程。 在以往经验中，科学往

往由少数人推动，大众的认知仍处于较低水平，但这并不妨碍社会秩序

的建立。 事实上，这些制度是与大众的思维方式相一致的。 在受到理

性支配之前，社会往往延续前代的制度，而它们或许就产生于前人的迷

信思想。 弗雷泽与孔多塞一样，并不认为社会的规则来自于个体，尤其

是当原始民族在世界面前的出现使人类学学者更加确定，社会秩序只

能从社会本身中得来，不能用理性原则揣度前人的制度基础。 因此，弗
雷泽强调必须回到经验本身对社会制度及其背后的观念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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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泽并不相信以理性为指导的现行制度规定，他要考察的是制

度的发展历史，尤其是那些曾经是制度现在却沦为习俗的古老原则。
巫术思维的错误并不影响社会规则的效果。 迷信习俗在理性的筛选之

下仍能存在，这表明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隐性的

社会动力并非以观念为指导，它体现了社会本身向着自由、开放、进步

的努力，正是它不断地推动着历史的发展。 弗雷泽将习俗作为突破口

的做法受到英国经验论传统的影响。 自休谟以来，习俗的经验作用便

得到强调（杨璐，２０１５），人类学家泰勒更是把习俗当成遗存，置于文化

研究的核心位置。 泰勒认为，“历史不仅是部落和民族的历史，而且也

是知识发展的历史，宗教、艺术、习俗等等的历史……研究遗留（存）具
有相当大的实际意义。 因为我们称为迷信的大部分正是属于遗留

（存）之中的……对遗留的研究有助于发现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清楚

地了解遗留（存）的本质是民族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泰勒，
１９９２：５ － ７）。 弗雷泽延续了前人的讨论，把习俗作为印象的综合，在
认识论中突出它的作用并更为重视习俗中蕴含的前代制度的精华。

以认识论为基础，弗雷泽考察了习俗背后的社会需求。 他认为比

起观念和制度，习俗更能揭示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种习俗只要在实

践中是有益的，那么在旧的理论基础被粉碎以后它还将屹立不倒，因为

人们将会为它发现另一种新的、由于更真实而更牢固的基础” （弗雷

泽，１９８８：１４６）。 在原始社会和古代习俗中关于婚姻—亲属关系、统治

机构、私有财产等制度背后，有人们对社会团结、丰产、权力、道德等基

本社会原则的表达。 正是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更好处理，推动了社会不

断地实现自由、平等和开放，也只有在社会之中，个体的启蒙价值才能

得到充分的实现。 因此，弗雷泽在《金枝》中通过对习俗的研究回到历

史内部，讲述了西方文明迈向自由和进步的关键环节，探索了制度背后

社会需求的实现方式。 同时，作为比较研究的一个案例，西方文明也为

其他民族理解自身提供了重要参照。

六、结　 论

可以说，弗雷泽是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代学者，不论是在问题意识还

是在思想资源上，他的理论无不体现着启蒙精神的烙印。 他继承了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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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经验论传统，从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出发，对以卢梭为代表的早期

自然权利理论进行订正，将历史和文明重新纳入自然法的考察范围，为
现代性提供更加稳妥的人性论和社会伦理基础。

卢梭以个体之人和道德情感作为人性和社会的基本发端，以保障

个体在自然法意义上具有自由、平等的权利。 这在弗雷泽看来有革命

的危险，他拒绝以个体状态为现代人性论奠基，更发现了道德情感的不

稳定性。 因此，他从原始民族和古代风俗入手，强调人的集体性要先于

他的个体性，理智水平是比道德情感更加稳固的人性状态。 社会进步

与认知水平密切相关，政治伦理制度在此基础上得到最坚实的保障。
当然，仅仅指出这一点仍然不够，社会的发展并非只是理智进步的外显

形式，其本身也有制度的规定性。 弗雷泽从习俗着手，研究社会由古代

延续至今的变化轨迹，寻找社会的原初动力，阐释各个时代的制度如何

保存并实现这一目的。
在此基础上，弗雷泽提出了他的人类学主张。 他将人类学的研究

对象界定为历史早期尚未开化的原始民族，以及遗留在现代社会中的

迷信风俗。 通过前者，弗雷泽试图确定人类心智与社会组织的基本形

态，并在历史的演变中观察这一形态的变化方式。 弗雷泽提倡比较的

研究方法，习俗作为遗存，往往在历史中丧失了它的本初含义，只有通

过对世界各地类似风俗的比较研究，以归纳法分析同一主题下不同风

俗的变体形式，才能实现对某一主题的深入理解。 正因如此，他的《金
枝》虽然立足于西方文明，却能对人类普遍的思维方式、权力基础和社

会构成等问题进行解答。 他的研究展示了不同于政治、经济等专门领

域的社会发展历程，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针对现代性问题开出了“社
会”这一新的研究领域，那么弗雷泽对历史的书写则以不同于斯宾塞

的另一种“社会”视角扭转了人们的认识。
弗雷泽无疑是一位理论拓荒者，他开辟的研究领域成为后来人类

学的基本主题，但他的理论无人继承。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已完成由古

典学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变，后人在他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另一

方面则在于功能主义、结构—功能论的出现使人们渐渐告别了自然法

的讨论方式。 １９２０ 年前后，结构—功能主义的两位大师马林诺夫斯基

和拉德克里夫 －布朗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举起了社会人类学的大旗，
告别了以剑桥、牛津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 他们强调更为扎实的田野

调查，以社区研究代替了古典文献和比较研究，关注的问题也由自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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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转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文化。 后来的人类学家在处理弗雷泽时，
大多延续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判断，认为弗雷泽开辟出了诸如巫术、婚姻

制度、禁忌与法律、神圣王权等研究主题，但他的结论有待考察

（Ｄｏｕｇｌａｓ，１９７８；Ｌｅａｃｈ，１９６１；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１９９５）。 刘曼梳理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８０ 年代西方人类学界针对弗雷泽材料的真实性产生的两次重要论战，
间接地说明了弗雷泽理论的失落（刘曼，２０１２）。 除此之外，艾略特以

《金枝》为灵感源泉，使弗雷泽的学说在文学与古典学界颇受赞誉；罗
伯特·弗雷泽（Ｒｏｂｅｒｔ Ｆｒａｓｅｒ）则详细地分析了《金枝》的创作过程，试
图把神话的写作运用于文学之中（刘曼，２０１７：１４）。 在思想史方面，厄
内斯特·盖尔纳（Ｅｒｎｅｓｔ Ｇｅｌｌｎｅｒ）给了弗雷泽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弗雷

泽是最后一位拥有宏大视野的人类学家，他关注的是人类思维和人类

历史的总体图景，而自马林诺夫斯基之后，人类学便进入个体社会的研

究。 在上述对弗雷泽的讨论中，要么仅针对具体问题予以回应，要么大

致勾勒他的理论线索，缺乏对他理论的详细解读。 事实上，对弗雷泽的

研究应把两者结合起来。 他在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守持学者的精神，
以更丰富的知识和全新的认知方法深入历史，为现代精神提供了充分

的思想支撑。
中国学者对弗雷泽的引介相对较早。 由于中国同样面临由传统进

入现代的历史转变，弗雷泽的理论尤其受到社会改革派的关注，其中以

民俗学和人类学为主要的两种理解方式。 民俗学的起步相对较早，影
响较大。 早在民国时期，以江绍原、周作人为主的民俗学家便对弗雷泽

有所了解。 他们以开启民智为目的，把他理论后期对神话的民俗学还

原应用于对中国迷信和风俗的分析整理中，出版了大量的民俗学作品。
后期以刘魁立为主，对弗雷泽的民俗神话思想进行了初步介绍。 最近，
在叶舒宪的倡导下，弗雷泽的神话学理论重新受到关注。 刘曼的《魔
杖与阴影》对《金枝》思想在西方历史上的几次回潮与所受批判进行了

详细的梳理。 另一方面，以费孝通、李安宅、田汝康等人为代表的燕京

学派利用弗雷泽的巫术—宗教理论，对社区研究中的宗教问题展开讨

论。 费孝通留英期间正值马林诺夫斯基对弗雷泽的告别，他跟从马老

师学习社区研究并把田野调查方法引入中国，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
可以说，民俗学和人类学对弗雷泽的理解都关注由传统步入现代的历

史转变，而缺乏对其理论的思想史研究。 虽然民俗是弗雷泽的主要研

究对象，但他对民俗的解释是其历史研究的补充，是在西方文明业已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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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认识基础上对它的修正，而非文化意义上的民俗。 尽管弗孝通此

前对于弗雷泽是间接地拒绝的，但他在晚年重提“文化自觉”时似乎走

上了与其相似的道路。 文化自觉是要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

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

向，不是要“复旧”的文化回归，同时也不是全盘他化，而是为了加强对

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费孝通，１９９９：１９６）。 在这个意义上，弗雷泽对

西方文明的重新解读正是他“文化自觉”的方式。
我们今天应该重新理解弗雷泽，这项工作有助于澄清人类学的理

论基础。 文化作为人类学的核心议题，不仅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社会

现象，从本质上来说，它扭转了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方式。 在弗雷泽看

来，过去的历史既不是制度的展开，也不是观念的推演，而是社会自身

不断运动的过程。 因此，文化是社会的表征，社会制度以文化的方式组

织日常生活。 弗雷泽以原始社会研究奠定了对人类普遍性的理解，西
方文明并非历史的终端，只是其中的一种文化形式。 他的比较方法彰

显了平等的理论价值，他以世界各地的文化经验解释西方的文化特点，
证明它仅仅是某一基础范式的变体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真正

奠定了人类普遍的自然法基础，并为非西方文化提供了理解自身的方

式。 需要指出的是，弗雷泽的理论并非指向文化多元论。 他当然承认

多元文化的价值，但他反对以个体社会为目的。 在他看来，知识的贡献

在于增进对人类历史的总体理解，既然田野调查能够扎根于各个社会

的结构和历史之中，那么，我们便可以凭借这些材料对现代社会的知

识、思想和制度问题予以重新思考。 弗雷泽在他生活的年代苦于民族

志材料的不完整，仅能根据澳大利亚、非洲等地的文本开展细致考察，
尚未能对中国、印度、埃及等有历史书写的文明进行深入研究。 如今，
世界各地的民族志更为充分，我们应当借助材料重新理解人类历史。
因此，弗雷泽告诉我们，只有田野调查是不够的，只有功能主义或结

构—功能论式的分析也是不够的，人类学要回到大历史，回到人类知识

的总体，与时代对话，与思想并接，以真实的历史回应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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