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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货不积：
以《老子》解读库拉∗

梁永佳

提要：本文借助《老子》的“贵货”和“不积”概念，重新解读美拉尼西亚
的库拉交易。 我认为，《老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库拉贝壳与库拉名望为什
么十分珍贵却又无法积累，以及它们为什么限制了有组织的暴力。 总体上，
库拉是一个“空转”体系：它交换而不固化等级，竞争而不积累，冲突而不能
形成制度，单一“贵货”而抑制其他“贵货”。 库拉社会通过推崇“老人”实现
了“贵货而不积”，这正是老子通过推崇“圣人”的“不贵货不积”而希望达到
的理想秩序，两者都是自然而然的。 本文质疑库拉研究的“礼物范式”，探索
“贵货”如何导致库拉贝壳、库拉名望和暴力的“不积”，并分析《老子》与库
拉殊途同归的原因。 本文希望通过具体的辩论探索中国本土思想成为普遍
社会理论的可能。

关键词：《老子》 　 贵货　 不积　 库拉　 礼物范式

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部的马辛群岛（Ｍａｓｓｉｍ Ｉｓｌａｎｄｓ）在世界政治经

济版图上无足轻重，却是当之无愧的现代人类学圣地。 这里的库拉交

换（ｋｕｌａ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因马林诺夫斯基于 １９２２ 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

者》而成为最经典的人类学案例（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１９２２）。 近百年来，许多

人类学家对库拉展开了理论探讨和后续调查（梁永佳，２０１５），其中包

括莫斯（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弗斯（Ｒａｙｍｏｎｄ Ｆｉｒｔｈ）、利奇（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
维纳（Ａｎｎｅｔｔｅ Ｗｅｉｎｅｒ）、南希·曼 （ Ｎａｎｃｙ Ｍｕｎｎ）、哥德利埃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Ｇｏｄｅｌｉｅｒ）、斯特拉森（Ｍａｒｉｌｙｎ 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ｎ）、戴木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Ｄａｍｏｎ）、格
里高利（Ｃｈｒｉｓ Ｇｒｅｇｏｒｙ）等一流学者。 可以说，库拉是人类学界最为成

熟的研究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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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长期受教于上述前辈的经典著作，也未曾到过马辛群岛，但
仍不揣浅陋，试图在他们的基础上推进一步。 本文将在质疑“礼物范

式”的基础上，借用《老子》的思想提出一个新的问题。 本文的论点是，
前人的研究忽视了库拉社会的总体效果，即防止积累；而《老子》提出

的“贵货”和“不积”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库拉在土著生活中

既十分珍贵又无法实现贝壳和名望的积累，并抑制了有组织的暴力。
总体上，库拉是一个“空转”体系，它交换而不固化等级，竞争而不积

累，冲突而不能形成制度，单一“贵货”而抑制其他“贵货”。① 库拉社

会并不“美好”，但却通过推崇“老人”的“贵货不积”而接近了老子通

过推崇“圣人”的“不贵货不积”所主张的那种自然而然的理想秩序。
我用《老子》解读库拉，并非假定二者存在历史关联。 尽管杰出的

人类学家戴木德运用混沌理论发现中国东南沿海与库拉社会在宇宙观

上相类似，但这不能说明《老子》与库拉存在直接联系（Ｄａｍｏｎ，２０１２）。
库拉 圈 人 群 的 祖 先 在 约 八 千 年 前 就 离 开 了 中 国 东 南 沿 海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２００４：５９４），这个时间远早于老子时代。 而库拉圈西北

部与元明两朝的有限交流也不足以让《老子》对这一无文字社会产生

影响。
这可能会产生另一种质疑：如果两者没有关联，用《老子》分析库

拉是否存在“时空错位”？ 这个问题与中国思想的普遍性有关。 其实，
用福柯、布迪厄、滕尼斯、柏拉图这些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的思想家分

析中国社会，同样存在“时空错位”。 欧美和中国的社会思想都有其普

遍性，但也都植根于自身文明的独特性。 这些智慧应该是互补关系而

不是取代关系。 我们既可以用欧美社会思想理解中国，也可以使用中

国思想理解欧美。 更为理想的研究则是使用不同源头的社会思想理解

一个“非中非西”的第三方。 这是因为，跨越文化的经验研究难以避免

以“己身”之心度“他者”之腹，承认和运用不同文明的独特智慧将有助

于看到单一社会理论的“盲点”。 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人类的各种

文化中，都可能隐含着很多永恒的、辉煌的、空前绝后的智慧，我们要学

会欣赏它们、理解它们、吸收它们，这也是我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的本意之一”（费孝通，２００３：１４）。 费先生将各种文化的智慧视为

以独特方式探讨普遍性的思想，我建议将之称为“多重普遍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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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机制性总结得益于赵鼎新教授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对我研究报告的点评。



其推论之一，就是中国学人完全可以用自身文明的普遍性思想审视域

外世界，但“要以对另外一些世界的普遍性的承认为前提” （王铭铭，
２０１１：１２４）。

正因如此，我用《老子》解读像库拉这样一个“非中非西”的社会，
希望以落实到经验研究上的方式，参与当下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的

“本土化”讨论。 这场讨论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在回归中国本位的

同时，几乎完全以中国经验为研究对象，形成了一个“以中释中”的话

语体系，即用中国本土概念重新解释中国经验。 我同意很多学者的本

土化主张，认为回归中文思想传统是探索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前途的最

佳途径。 但 “以中释中” 并不能保证新的解释更有效 （李晨阳，
２０１７）———它固然可以比“西方社会理论”更好地理解中国，但它仍然

只是本土理论、中国学，并不是费先生所说的研究“人”的社会学（费孝

通，２００３：６）。 仅止于论述中国的特殊性容易陷入平庸的“第三世界例

外论”（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１９９８：３４５），中国概念只有被运用到对那些与中国几

乎没有关联的社会的理解工作中，才能证明自身的普遍性（梁永佳，
２０１９）。 我希望通过用《老子》解读库拉，探讨人类学域外研究的独特

价值———发端于中国的社会思想应该在具体的辩论中论证其比较优

势，从而具体地探索其普遍性，这是中国人类学的域外研究应该具备的

视野。
用《老子》解读库拉的第三种质疑来自“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老子》经常被认为是一个社会理想，而不是社会本身。 但我们不能否

认，《老子》深刻影响了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一直与社会现实存在深

刻的关联。 何况，《老子》并不比《理想国》 《君主论》 《乌托邦》 《利维

坦》等欧美政治哲学元典更加“不切实际”。 正如刘笑敢所说，《老子》
固然是理想，却不是“空想”，是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状态，甚至比其他

先秦诸子的理想更加可行（刘笑敢，２００６：５６１）。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
我曾尝试通过分析库拉，将《老子》与当代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

（Ｍａｎｎ，１９８６）的“抑制演化”理论加以对照，探寻当代社会理论与先秦

社会思想的对话接口（梁永佳，２０２０）。 本文则更进一步，将《老子》置
于理论顶端，不再从属于任何一种欧美社会理论。

下文将首先质疑库拉研究的“礼物范式”，然后探索“贵货”如何导

致库拉贝壳、库拉名望和暴力的“不积”，继而分析《老子》与库拉殊途

同归的原因，并在结论部分探讨本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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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库拉研究的“礼物范式”

库拉（ ｋｕｌａ 或 ｋｕｎｅ）是一个由白色大贝壳制成的臂镯（ｍｗａｌｉ 或
ｍｗａｌ）与红色贝壳制成的项圈（ ｓｏｕｌａｖａ、ｂａｇｉ 或 ｖｅｉｇｕｎ）形成的流通体

系。 臂镯与项圈沿着相反的方向在海岛内外的对家（ｐａｒｔｎｅｒ）之间持续

易手，形成一个大致闭合的库拉圈，覆盖整个马辛群岛（Ｄａｍｏｎ，１９９０：
１）。 这里语言多样，时间制度不同，社会组织小型而分散。 当代社会

对库拉圈发生影响相当晚，澳大利亚政府直到上世纪 ６０ 年代才开始在

这一带建立殖民管理点，并于 １９７５ 年移交给新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

当局。 上世纪 ７０ 年代末，外部资本陆续进入当地，开发黄金、珍珠和木

材等资源；基督教各派尤其是灵恩派的传教活动也在此大获成功，并深

刻改变了这里的文化景观。 库拉交换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有所减少，但并

没有像美拉尼西亚其他本土交换形式那样消失殆尽，而是仍然活跃

至今。
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对库拉交换有重要的反思，但是最早将库拉进

行理论化的学者当属法国人类学奠基人马塞尔·莫斯。曾“亲眼目睹”
莫斯分析库拉的杜蒙（Ｌｏｕｉｓ Ｄｕｍｏｎｔ）说，“莫斯对美拉尼西亚和波利尼

西亚十分熟悉，因此他能够就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居民提出与马林诺

夫斯基截然不同的看法” （杜蒙，２００３：１６４）。 莫斯对库拉的解释主要

体现在他最重要的作品《礼物》之中。 他将库拉与豪（ ｈａｕ）、夸富宴

（ｐｏｔｌａｔｃｈ）一同视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前身”，认为它体现了“接受了馈

赠就有义务回报”这一贯穿人类历史的“法律与利益规则”———这说

明，在“为数甚多的文明之中，交换与契约总是以礼物的形式达成，理
论上这是自愿的，但实际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 （莫斯，２０１５：
５）。 据此，莫斯提出了一个根本的命题：契约道德并非源于私有制，而
是源于礼物所蕴含的“总体呈献”（ｔｏｔａｌ ｐｒｅｓｔａｔｉｏｎ），即一种经济交换与

其他交往混融在一起的“总体社会事实”；“总体呈献”在群体之间产生

了对未来“回献”的期待，并形成社会团结，“原始社会或古式社会的各

个分部或次群体之间的契约法律制度体系……交融在一起，共同形成

了先于我们的社会，乃至原古社会的社会生活”（莫斯，２０１５：６）。 总体

呈献既是慷慨的又是算计的，既是结盟也是竞争。 在莫斯看来，库拉就

属于“竞技性总体呈献体系” （莫斯，２０１５：１２）。 它是一个义务与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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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人与物混融的体系，而不同于“宗教”“政治”“经济”等范畴已然

“脱嵌”的现代法权社会。 正因为库拉是总体性的，所以库拉的核心精

神是交换的“慷慨”和“部落性” （即集体性），这正是现代个体主义意

识形态失落了的精神。 在这一点上，莫斯不仅是一个霍布斯主义者

（见 Ｓａｈｌｉｎｓ，１９７２：１５５－１５７），也深化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莫斯以

“交换”讨论库拉对于社会团结———这一涂尔干命题———的意义，开创

了库拉研究的“礼物范式”（Ｃａｉｌｌé，２０１３）。
“礼物范式”不仅成为人类学中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也成为解释

库拉的基本路径。 例如，马林诺夫斯基的追随者弗斯就将库拉看成

“无用之物的仪典性交换”，以区别于“有用贸易的经济交换” （Ｆｉｒｔｈ，
１９５７：２１８）。 同样，格里高利也将库拉视为礼物交换中的“不可让渡的

对象”，以区别于商品交换中的“可让渡对象”（Ｇｒｅｇｏｒｙ，１９８３）。 利奇认

为，库拉遵循“反向流动原则”（Ｌｅａｃｈ，１９８３），属于列维－斯特劳斯所说

的“广义交换”。 总之，他们都希望在“礼物范式”下补充莫斯。
较早重访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地点的维纳以性别视角延续了礼物范

式。 她认为，库拉是男性之间的竞争性交换，能让他们暂时搁置自己的

农园、妻儿、姐妹，专心与其他男性竞争“名望”（ｎａｍｅ）。 但恰恰由于女

性参与的缺乏，库拉名望持续得很短暂，无法凝结成恒久的等级；只有

由女性参与的甘薯和香蕉叶裙子之间的交换，才能反映当地社会恒久

的等级（Ｗｅｉｎｅｒ，１９７６）。 她还指出，库拉交换者希望永远保有库拉名

器，却无法实现，因为库拉终究要送出去。 因此，“保留”就意味着“给
出”，反之亦然（Ｗ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２）。 在她的启发下，哥德利埃提出了一个

社会构造理论，即对于任何社会来说，“不可交换”都是“交换”的前提；
前者是神圣的，后者是世俗的。 他明确指出，自己的理论受到《礼物》
中“给人的馈赠”与“给神的馈赠”这一对概念（莫斯，２０１５：２２－２７）的
启发（Ｇｏｄｅｌｉｅｒ，１９９９ ／ １９９６：７８－９５）。

“生产”理论的引入同样延续了礼物范式。 在《礼物的性别》中，玛
丽莲·斯特拉森用生产反驳了维纳的性别视角，指出库拉虽然由男子发

现，但投入时间打磨和制作库拉的人其实是男子的姐妹。 因此，库拉看

似男子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却通过竞争将姐妹的劳动外化了，就如孩子

是男子农园劳作的外化一样（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ｎ，１９８８：１９７）。 戴木德亦借用马

克思的生产概念挑战利奇，指出库拉看上去像广义交换，实则有赖于库

拉贝壳和社会关系的生产。 库拉交换在原则上必须等价。 所以，它实

５７

专题研究 贵货不积：以《老子》解读库拉



际上是一种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完成的社会关系转换，其主要目的

是生产名望（Ｄａｍｏｎ，２００２）。
可见，库拉人类学家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几乎都是按照莫斯开创的

“礼物范式”解读库拉的。 但是，如果回到莫斯的原文，我们不难发现

某些基本错误。 莫斯认为库拉交换是“慷慨的”与“部落性的”，这是整

个“礼物范式”得以展开的关键基准点。 莫斯必须将库拉论证为一个

浑然一体的、未加分化的总体事实，可以在部落之间被慷慨地交换。 否

则，他就无从论证后来那些渐次分化的古代社会体系，更谈不上因为高

度分化而出现道德危机的当代社会了。 但是，莫斯对库拉的这两个判

断存在着较大缺陷。
首先，莫斯认为库拉是“慷慨的”，因为土著人明确区分库拉和“斤

斤计较”的“以物易物”（土著称之为“金瓦利” ［ｇｉｍｗａｌｉ］）。 库拉不能

当场互换，以示送出者是自愿的、不期待回报的（莫斯，２０１５：３４）。 因

此，交换十分郑重，送出者谦逊、恭敬，甚至为自己没有带来合适的礼物

而道歉；接受者也十分谦卑，以矮人一头的姿势接受对方的礼物———
“一切都力图凸显出慷慨、自由、自主以及隆重。 但实际上，这都是义

务机制……在发挥着作用” （莫斯，２０１５：３５）。 但是，莫斯的这种判断

并不符合实情。 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库拉交换既不慷慨也不是慷慨带

来的谦逊，而是轻蔑。 库拉宝物经常“被送出者扔在地上，有时只是突

然一掷。 而且往往捡起宝物的甚至不是获赠者本人，而是某个不起眼

的随从”（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１９２２：１４６）。 实际上，放弃一件库拉贝壳尤其是

大贝壳令人气恼（Ｄａｍｏｎ，１９８０：２６７）。
库拉交换也不一定延迟，而且经常跟“斤斤计较”的“金瓦利”混为

一谈。 小库拉经常在当天甚至当场交换，西南部的库拉更不论大小都

要在当天互换（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１９８３ａ：３７４），延迟交换的库拉则经常得不到

回报。 同时，多数库拉路径（ｋｅｄ）只发生过一次传递，并没有出现按原

路回馈的“回礼”。 因为土著认为那是不好的，意味着该路径的终结，
这在库拉圈北部的加瓦岛（Ｇａｗａ）上被称为“死人” （Ｍｕｎｎ，１９８６：６３）。
库拉圈东部的木毓岛（Ｍｕｙｕｗ）上的人说，拿到库拉后就要去打开更多

的“通道”，偿还旧债是不明智的（Ｄａｍｏｎ，１９８０：２８３）。 因此，所谓库拉

在固定对家之间稳定而持续互换的说法，实在是人类学教科书之间的

以讹传讹。 库拉的目的是通过给出和回报获得名望，具体的交换中则

充满吹嘘和谎言。 老谋深算的“玩家”经常以各种借口不进行旗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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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回报。 场域中的能动者并不“慷慨”，其举止受制于布迪厄批评

“礼物范式”时所强调的“时间的作用”（布迪厄，２００３：１５４－１８６），因为

未来高度不确定。 虽然“慷慨的义务”是库拉圈上都认可的伦理，也是

提高名望的重要标志，但实际交易充满了算计、欺诈、胆大妄为。 总之，
库拉关系并非莫斯认为的那么明确、自愿，慷慨只属于库拉的“话语体

系”（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ｒｅｇｉｍｅ），而非实践本身。
莫斯对库拉的“部落性”判断———则更为脆弱。 他认为，库拉的功

能是建立氏族联盟，“人们都想在对方部落中找到最好的对家……这

样形成的联合会使诸对家确立一种氏族关系”（莫斯，２０１５：４４）。 他依

据的是马林诺夫斯基的一句话：“我的对家就像我的族人一样。 他们

有可能和我对着干。 但我的真正的亲属却像脐带一样，总会站在我这

一边”（转引自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１９２２：２７６）。 但是，即使从字面理解，这段话

也不能解读成“联盟”，而仅仅是对家有可能反对“我”。 这里的“氏
族”只是一个类比，不是真正的联盟组织。

但莫斯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 他近乎猜测地认为，“部落性”的
库拉关系说明礼物交换制度已经渗入到了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
们在丧宴、食物分派、农渔交换等活动上都存在一种竞技性的、“首领

并不自觉其个体性”的总体呈献体系（莫斯，２０１５：４７）。 他认为，把沿

海库拉与内陆间的各种交换都“称作确切意义上的夸富宴并不算是夸

张”，库拉交换只是一种“普遍制度中最庄严和最富戏剧性的场景。 它

使整个部落跨出了原有疆界的狭小范围，甚至超越了它们原有的利益

和权力的圈子”（莫斯，２０１５：４５）。 据此，他进一步认为，库拉交换看似

是在对家个人之间进行，实则各自代表自己的部落，因为海外库拉所需

的库拉和其他物品“不都是由首领亲自获得、制造或交换的……大多

数东西都是其地位较低的亲属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的” （莫斯，２０１５：
４６）。 他还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库拉共同体”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库

拉就是集体间的总体呈献（莫斯，２０１５：４６）。 莫斯做出这一连串的猜

测，是为了证明他更宏大的论点———在像库拉社会这样的古式社会中，
个体意识从属于集体，个人尤其是仪式中的首领从来都是根据自己在

集体中的地位行事的。
如前所述，莫斯对库拉的了解几乎全部基于《西太平洋的航海

者》，即马林诺夫斯基田野工作地点特罗布里恩德群岛（Ｔｒｏｂｒｉａｎｄｓ）的
情况。 但是，这里是整个库拉圈上唯一有世袭首领的等级社会；其他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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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岛屿上并没有稳定而明确的“库拉共同体”，也没有恒久等级。 即使

在特罗布里恩德，首领或贵族身份也不会令一个人自动成为库拉交易

的成功人士，因为根本不存在亲属向首领送库拉的制度。 就整个库拉

圈来说，库拉交换即使不是完全个人的，也是所有交换活动中最为个人

的部分。 它固然受制于社会义务，但“社会义务和个人压力在交换中

都影响着人的决定”（Ｌｉｅｐ，２００７：１８）。 戴木德甚至直接反对将库拉视

为莫斯所说的“交换” （Ｄａｍｏｎ，２００２：１１１），更反对将库拉视为缺乏个

体意识的“夸富宴”，因为“库拉终究不是给予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夸富

宴竞争。 它是一个建立名望的联盟机制。 确定对家，要看他能否长远

地帮自己建立名望。 关系只是名望的工具”（Ｄａｍｏｎ，２００２：１２０）。
可见，莫斯解读库拉的两大基石———“慷慨”和“部落性”———都缺

乏根据，也都受到了库拉跟踪研究者的直接反驳。 库拉研究的“礼物

范式”因此有所动摇。 莫斯的失误不难理解。 他之所以让库拉代表

“古式社会”的“总体呈献体系”，在于他假设人类社会是一个从“原古

社会”到“古式社会”再到“古代社会”、最后过渡到“现代社会”的演化

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政治” “经济” “宗教” “个体”等诸多当代范畴

渐次从“总体社会事实”中脱嵌。 这个模式虽然不同于泰勒（Ｅｄｗａｒｄ
Ｔｙｌｏｒ）、弗雷泽（Ｊａｍｅｓ Ｆｒａｚｅｒ）、巴霍芬（Ｊ． Ｊ． Ｂａｃｈｏｆｅｎ）等人的进化论，
但其仍然是一种进化论，仍然将社会差异解释为一个前后相继的序列。
就连他最忠实的弟子也不得不承认，莫斯存在“进化论”的假设（杜蒙，
２００３）。 这也就是为什么莫斯在面对当时最详尽可靠的民族志作品的

时候，有些踌躇摇摆。 一方面，他认为特罗布里恩德社会的生活已经

“浸淫”在礼物交换制度之中（莫斯，２０１５：４６）；另一方面，他却又对这

个社会的“司法用语尚不成熟”及“划分与定义的出奇笨拙”感到费解

（莫斯，２０１５：４８）。 在他看来，库拉社会既有成熟的契约制度，又“停
留”在总体呈献的“笨拙”状态，缺乏成熟的司法用语，这一情形有悖于

“礼物范式”背后的进化论假设。
问题并不出在特罗布里恩德人那里，而在莫斯。 正是进化论假设

让莫斯误以为库拉应该是慷慨的、部落性的，让他仅关注库拉的礼物属

性和交换维度。 库拉研究的后来者虽然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莫斯的缺

陷，但几乎全部服膺于“礼物范式”的魅力，很少超越交换、生产、等级、
团结、“总体呈献”等由莫斯设定的议题。 在我看来，“礼物范式”固然

是人类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也揭示出库拉的重要面向，但是这个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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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库拉存在误解。 库拉民族志分明提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却可能更为

根本的问题：库拉的总体效果是什么？

二、贵货不积：库拉贝壳、库拉名望与暴力

正是在质疑礼物范式的意义上，《老子》呈现出它的比较优势，让
我们有可能走出“礼物范式”所说的“总体呈献”和进化论假设，甚至走

出在莫斯身上不难看到的黑格尔历史哲学，帮助我们探索库拉体系的

总体效果。 我建议将库拉的总体效果称为“贵货不积”。 “贵货”和“不
积”皆见于《老子》，但不曾连用。 我将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试图解释这

样一个机制：尽管库拉是一个老子所反对的“贵难得之货”的体系，但
是它却成功地实现了老子的“不积”理念，防止了因“贵货”而可能出现

的“货”、名望和暴力的集中。 从总体效果上看，库拉是一个“空转”体
系。 它并不美好，但不失为一种与老子的“自然”理想相通的秩序。

《老子》有两处指出“贵货”的弊端，原文都是“不贵难得之货”。
一处是第 ３ 章的“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

可欲，使民心不乱”；另一处是第 １２ 章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① 可以

看到，“不贵难得之货”符合老子所崇尚的“无为” “守静” “居下”的主

张；相反，“贵货”则会使人产生过多的欲望，并有可能试图占有“贵
货”，而这将不利于“治”。 从老子对“天地” “万物” “道”的看法来看，
不难理解为何他主张不“贵货”。 在他看来，符合自然的状态应该是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即不崇尚占有、依仗和支配，圣人

也因此具备了至上的“玄德”。
老子不仅反对贵货，也反对过度积累，主张“与人” “为人” “不

积”。 《老子》第 ８１ 章认为，“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

愈多”。 过度积累、不给别人是违反“道”的、不可持续的，终究还会失

去。 所以《老子》第 ９ 章中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揣而锐之，不可

长保。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老子之所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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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是因为担心有人使用偷盗、征税、剥削等办法将“货”占为己有，
尤其担心“在上者”通过积累而破坏社会的自发性，使天下难以治理。
除了在第 ３ 章指出“贵货”会导致“为盗”之外，老子在第 １９ 章中也提

出“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陈鼓应将“巧”与“利”译为“巧诈”与“货利”
（陈鼓应，２００３：１４８），认为它们是“贵货”产生的后果。 在第 ６７ 章中，老
子反对在上者放弃俭朴而追求“厚广” （陈鼓应，２００３：３１０－３１１），主张

“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并认为如果“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

先”，则“死矣”。 老子认为，在上者如果对民众过分攫取，会导致民众无

法保证基本的衣食（“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第 ７５ 章］），甚
至会令民达到“不畏死”（第 ７４ 章）的地步。 总之，老子认为“不积”是一

种美德，可以产生自发的秩序，达到符合“道”的、自然而然的状态。
如果用“不贵难得之货”的标准衡量，库拉交易就鲜明地呈现为一

个“贵货”体系。 这虽然与老子的主张相反，但恰好让我们有机会关注

“贵货”的总体效果，而不是“礼物范式”所关注的契约道德。 库拉圈上

的人认为，库拉是最贵重的；“库拉在土著的观念中，是价值的最高和

最戏剧化的表达”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１９２２：１７６）。 而曼与戴木德都强调，库
拉贵重的原因在于它的制作最为耗时。 大到可以做库拉的贝壳需要耗

费人们大量的时间用于慢慢打磨和装饰，这一过程被称为“开脸”；库
拉因此“像人一样有身体……带着装饰物，像人体那样散发着诱惑力”
（Ｍｕｎｎ，１９８６：１１４）。 库拉原料十分难得、制作费力，整个库拉圈上的库拉

贝壳到本世纪初也只有两千多个，有名称的库拉更少，最有名的高级库

拉仅三十个左右。 库拉的价值基本取决于它的大小（臂镯看直径，项圈

看长短），土著亦按大小衡量库拉与猪、船只、甘薯的交换比例（Ｄａｍｏｎ，
２００２：１１４）。 由于没有货币媒介，库拉与其他物品的交换基本不能导致

异化，而使剥削几无可能（Ｇｒｅｇｏｒｙ，２０１５）。 因此，库拉实在不是现代“商
品”，也不是莫斯所说的慷慨的、部落性的“礼物”，而是既能换取其他产

品又能生产名望的“物”———用老子的“货”来形容或许更为合适。
库拉因其“贵货”而呈现出等级性。 低级库拉流动频繁，用来支撑

移动速度很慢的高级库拉。 可以被拿出交易链、充作他用的库拉也多

属这种库拉，但只有“小人物”才这么做，因为他没有主见，容易受到亲

属意见的影响。 他们和新手一样，手上的库拉不多，无法通过持续送出

库拉而向对家施压，送出的库拉往往得不到回报（Ｗｅｉｎｅｒ，１９９２：１７４）。
中级库拉则有自己的名字，流通目的明确。 当一个人从“上家”处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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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库拉时，要在众多“下家”中选择一人，将这件库拉作为“开礼”
（ｖａｇ 或 ｖａｇａ） 送出。 而其他下家只能得到他送出的其他 “回礼”
（ｇｕｌｕｇｗａｌ 或 ｙｏｔｉｌｅ）。 这都需要懂得库拉的贵重程度。

高级库拉是远近闻名的“名器”，不会轻易流动。 它能吸引很多对

家，令其送来同级别但稍小的“索求礼”；主人一般要以不错的回礼抵

挡，并继续利用名器吸引其他库拉。 送出名器是郑重和危险的，万一送

错了人就可能导致血本无归。 驾驭大库拉需要有预测和控制各级库拉

的能力，也要面对邻居的嫉恨和对手的妖术。 有时，一个成功的玩家可

以让一件名器在手里保留长达三十年之久（Ｄａｍｏｎ，１９８３：３３３），但终究

还是要送出去。 正因为库拉是“贵货”体系，很多社会活动都围绕库拉

而展开。 因此，得到和送出库拉是地方社会里的大事。 如果你问库拉

圈上的人：什么对他最重要？ 戴木德说，“答案永远是库拉” （Ｄａｍｏｎ，
２００２：１１３）；奎灵则说，“人们为库拉而死”———虽然这只是一个夸张的

比喻（Ｋｅｕｈｌ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９３）。 库拉因此是确定无疑的“贵货”。
但是，库拉宝物尽管“贵”，却无法积累，更不用说垄断。 库拉交换

的目的是为了替交换者生产“名望”而不是积累贝壳。 加瓦人认为，一
个人的库拉名望体现为他的说服力：“不论一个人收到的库拉贝壳是

开始礼还是结束礼，都是他的说服力的显现：他有能力改变送出者的心

思，或者让送出者记住自己”（Ｍｕｎｎ，１９８６：１１５）。 改变心思，意味着对

家可能将交给别人的库拉给了自己，这是“开始礼”的情形；记住自己，
则意味着对家心里记得自己以前的“开始礼”，现在正用“结束礼”回

礼。 其次，库拉名望意味着一个人的库拉成就声名远播，这更为重要。
土著有多种形容名望的方式，例如“他们没见过我的脸，但知道我的

名”。 在这个多数男人终其一生只到过临近岛屿的世界里，让远方从

未谋面的陌生人谈论自己，是名望的最佳证明。 他们还说，自己的名字

传向一个方向的岛屿的时候，也会传到相反方向的岛屿；因为一个方向

会谈论某人如何得到了这件库拉，另一个方向则会谈论他会把它送给

谁。 因而，库拉的名望主要来自“遥远的他者”（Ｍｕｎｎ，１９８６：１１６）。
可见，名望无法靠自己生产，而是一个集体行动的后果，是众多能

动性彼此作用的效应，依赖于对家之外的“第三方评价”。 因此，库拉

与资本主义的逻辑相反。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只需要积累“生产资

料”，不需要考虑社会纽带；资本主义所到之处会瓦解原有的社会纽

带，单纯积累客观财富就可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Ｈａｒｖｅｙ，２０１０）。 库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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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望则必须靠社会关系中持续的送出和接受才能被生产 （Ｄａｍｏｎ，
１９８３：３２７）；它只能通过关系实现，不能简单囤积，否则“很快就成了自

己打败自己”（与戴木德个人通信，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一个罕见的例

外反证了这种“不积”的威力：上世纪 ８０ 年代，库拉圈西南部有一个叫

瓦鲁贝耶（Ｍｗａｌｕｂｅｙａｙ）的人集中了过多的库拉贝壳，以至于其他人干

脆退出了库拉交易；可是，在这位“巨头”于 １９９５ 年去世后，人们立即

回归了库拉活动。 这说明，囤积的确会导致整个体系走向瓦解，流动是

库拉的首要属性。 也就是说，库拉虽然是“贵货”，却是一种只能持续

转手而不能积累的“贵货”。
吊诡的是，库拉名望也很不容易积累。 木毓人说，每一次送出库

拉，就意味着自己的“下家”和“每一个上家” （ｍｕｌ）的名望“上升”、自
己的名望“下降”。 “下家”是那个获得库拉的人，“每一个上家”是曾

经交出过这件库拉的那些人。 单就交割双方来说，这是一场近似“零
和博弈”的交换，即一方的获利等于另一方的受损，很难通过交易出现

名望的“盈余”，虽然不止一个“上家的上家”受益。 这也是为什么交出

库拉的人在愤怒之余，又会因为想到自己名望在以后的交易中可能不

断上升而平复心绪，虽然那只是一种可能（Ｄａｍｏｎ，２００２：１３０）。
受益的上家虽然超过一个，但能被人记住的并不多。 名望会随着

库拉在空间上渐行渐远而“衰减”，只剩下少数可以声名远播的库拉

“大玩家”。 例如，库拉圈西南端的图比图比（Ｔｕｂｅｔｕｂｅ）人就总是嘲笑

“北方人”哪里知道他们得到的库拉属于谁（Ｍａｃｔｉｎｔｙｒｅ，１９８３ａ：３７５）。
或许，只有通过“进大库拉出小库拉”才能实现名望的快速积累，这跟

做生意“盈利”的道理差不多。
但是，由于“基陶姆” （ｋｉｔｏｕｍ）的存在，“进大出小”实际上难以做

到。 基陶姆是一种被马林诺夫斯基完全忽略的库拉形式，可以粗浅地

被理解为“无债库拉”。 一件库拉贝壳的“社会生命”是以基陶姆的形

式开始的，它一旦进入库拉交易就成为接受者的“债务”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
１９８３ａ：３７３），在获得大小相当的库拉回礼之前，送出者会一直拥有这件

库拉的基陶姆。 与之相对，当对家以同等大小的库拉回礼之后，原先那

件库拉的基陶姆就被让渡给这位对家，虽然他或许早已把那件库拉交

给别人了。 例如，甲将一件臂镯送给乙，但在甲从乙手上得到相同大小

的项圈之前，原先臂镯里的基陶姆仍在甲处未动。 如果一个人出于生

活所迫，将库拉拿去交换猪、魔法、现金、独木舟、舞蹈等非库拉物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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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交易链的连锁反应，发生挤兑，因为他欠别人的基陶姆很难再奉还

了。 也就是说，在库拉交换中，基陶姆和库拉宝物可以分离，而且经常

分离。 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某件宝物正是他以前送出的另一

件宝物的“配偶”，而他本人很久都没有得到与之相应的“基陶姆”，那
么他可以直接把这件宝物从持有它的那个人那里取走。 当然，这种做

法很极端，同样会引起挤兑。 因此，基陶姆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

化标准，并不牵扯巫术原动力，因此不能将之等同于著名的“豪”，后者

被毛利土著明确地认定为物里的“灵”（见 Ｓａｈｌｉｎｓ，１９７２：１３４－１６７）。 总

之，库拉贝壳必有基陶姆，但人们一般不知道拥有者是谁。 因此，互相

亏欠和互相指责对方的亏欠都是常态。 由于基陶姆的等价原则，每次

交易的“名望收支”不会很大，难以“进大出小”。①

当然，“进大出小”并非绝对不可能。 库拉圈上的常见伎俩有两

个。 第一个是“盗名” （ｅｓａｂａｌａ 或 ｂｅｐｔａｉｓ），即制造赝品以冒充高级库

拉。 七八个库拉共享一个名字的现象很常见，因此容易让人误以为自

己得到的是一件很厉害的库拉。 这或许是因为大家并不清楚某件库拉

的本尊形象究竟如何，又或许是因为该库拉的暂时所有人经常将之重

新装饰（Ｄａｍｏｎ，２００２：１１４；Ｋｕｅｈｌ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９１）。 第二个手段是“拆

分”，即将库拉名器一分为二，给光秃秃的贝壳重新“开脸”，给原来作

为“开脸”的另一半再配上一枚新的贝壳，两个重新组合的宝物叫同一

个名字。 但是，盗名和拆分的效果很有限。 库拉赝品不能做得太小、太
简陋，制作所耗费的精力由此跟原件不相上下。 太明显的欺骗、太久的

拖延、太错的对家选择会导致“六尺”（隐喻坟墓），即一连串的妖术报

复（Ｋｕｅｈｌ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９４）。 如果一个地方短期内接二连三有人去世，会
被解释成因为这一带库拉交易太不公平而发生了妖术战争。

总之，库拉名望不是不可以积累，也的确有人积累了很多名望，但
这是偶然的、暂时的。 偶然，是因为不论“玩家”如何精心策划，其名望

的远播与否都有赖于很多下家的个人决定；暂时，是因为即使有人积累

了名望，他的名望也会随着他的身故“清零”，而无法实现代际传递。 同

时，基陶姆的存在和妖术的威胁也导致每次交易都不会产生多少名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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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或许引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更能说明问题：由于凝结在库拉里面的劳动遵循等量原

则，库拉所带来的名望与库拉大小（即“凝结劳动”［ｃｏｎｇｅａｌｅｄ ｌａｂｏｕｒ］）成正比，因此很难

获得边际价值，也无法出现劳动的异化和剥削。



义上的“边际效益”。 可以说，对于积累名望这个目标来说，库拉的积累

效率是相当低下的，其目的和手段之间缺乏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
正是由于库拉必须通过双方的主动交换完成，因此另一种社会权

力形式———暴力———也无法在库拉圈有效积累。 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本

土暴力不断的情形不同，库拉圈是相对和平的，有组织的暴力十分少

见。 库拉圈西部的“食人的”多布人（Ｄｏｂｕａｎｓ）就像传说中吃人内脏的

“飞妖”一样，远没有马林诺夫斯基描述得那样频繁和恐怖（Ｋｕｅｈｌｉｎｇ，
２００６）。 麦辛塔尔也指出，库拉是某种极端竞争后出现的和平状态

（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１９８３ｂ）。 赛恩亦发现，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迁出的山里人插在

了原来的人群中间，改变了原有的库拉关系（Ｔｈｕｎｅ，１９８３：３５２），这是

更加和平的标志。 南希·曼尽管也有类似发现，却简单地称之为库拉的

“民主化”（Ｍｕｎｎ，２００１）。
库拉抑制暴力的原因不难理解———交换必须通过对家之间的磋商

完成，需要大量的说服、吸引、魔法等活动，因此不能“动粗”。 结成暴

力组织抢夺库拉固然可以实现快速积累，但这会严重伤害施暴者的口

碑，不可能增加名望，而只能让他们“臭名远扬”，与库拉的目的背道而

驰。 事实上，前殖民时代的主要暴力形式已经呈现为不可见的妖术攻

击，以实际暴力攫取库拉的事情闻所未闻。 妖术不同于实际暴力，是惩

罚过分行为的邪术，是不正当的敏感话题。 有人请妖术师发动攻击，也
有专家像法医那样诊断妖术，并引发一系列报复和惩罚。 土著的说法

是，库拉带来名望，妖术带来耻辱（Ｍｕｎｎ，１９８６：１２１－１６２）。 可以说，库
拉不仅抑制直接暴力，也使得间接暴力变得不体面。

麦辛塔尔报告过一个“放下屠刀，就地库拉”的库拉起源神话：某
岛的一位老人带着年轻人向与盟友岛屿相反的方向航行，找到了一座

新岛。 他发现那里的人说同样的语言，还主动放下了梭镖。 于是，老人

送给对方一件臂镯，后者则回送他一件项圈。 老人将项圈带回本岛后，
又送到盟友岛屿，库拉交换从此形成了（Ｍａｃｉｎｔｙｒｅ，１９８３ａ：３７４）。 这个

神话里发生了多次对原有逻辑的“解除” （ ｏｂｖｉａｔｉｏｎ） （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７８：
３９－５１），尤其是“化干戈为库拉”———库拉“解除”了军事同盟（即有组

织的暴力行为），代之以有组织的库拉交换。 因此，这一带的库拉宝物

都是当天互换的，这被称为“梭镖”，象征着以库拉替换武器。
库拉对暴力的抑制是另一种“不积”，即暴力的不积，这在《老子》

中同样有所论述。 在老子所生活的春秋末期，暴力活动的组织化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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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已经日益呈现工具理性的特征（Ｚｈａｏ，２０１５）；或许是看到这一趋

势已然不可逆转，他对用兵的险恶进行了反思，主张“夫兵者，不祥之

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第 ３１ 章）。 暴力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无

奈的、需要节制的，所以“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于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

强”（第 ３０ 章）。 正如我所论述的，库拉圈上的和平并非偶然，而是一

种通过对组织的分散化、暴力的非法化而避免社会资源的过度积累

（梁永佳，２０２０）。 这同样符合老子的主张。
通过《老子》的“贵货”与“不积”两个概念，我们看到库拉圈上一

个未能受到前人重视的现象：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经营库拉，盘算

着如何得到库拉，如何出人头地，如何通过交换而竞争名望；但从总体

上看，库拉贝壳和库拉名望又都难以积累，暴力处于“果而勿伐”的不

合法状态，冲突无法制度化；整个库拉圈的总体效果于是呈现为社会资

源的“不积”状态，使社会取得一种动态平衡，而难以出现不可逆的、结
构性的“文明化”。① 库拉的“贵货不积”，使之成为一个交换而不固化

等级、竞争而不积累、冲突而不能形成制度、单一“贵货”而抑制了其他

“贵货”的“空转”体系。

三、“圣人”和“老人”：两种典范人物

虽然库拉和《老子》都通过抑制对社会资源的积累来追求自然而

然的理想秩序，但“贵货不积”的库拉却是以违背《老子》的方式达到老

子所期望的效果的。 这一“殊途同归”的原因是什么？ 我提出，答案在

于，老子对天下的判断与库拉对世界的塑造之间存在“典范人物”的差

异。 对于《老子》来说，理想秩序有赖于治理者效仿“圣人”治理“百
姓”，“不贵难得之货”和“不积”都属于圣人“无为”的德行。 治理者如

果能做到无为，就可以让“百姓”像“天地” “万物”那样形成自然而然

的自发秩序。 库拉圈则以“老人”为典范人物。 年老意味着库拉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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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意义上使用“文明”一词，指出现器物、制度、典章上的积累性进步

的同时，也出现等级、剥削、税役、规范、异化尤其是有组织的暴力。 文明因此呈现为一个

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有组织的规训的不可逆的过程（列维－斯特劳斯，２０００：３７７－３９４）。



达到极致，但名望又会随着老人的身故而烟消云散，无法传递给下一

代。 这种随身体消亡而消失的库拉名望，同样促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

自发秩序，实现了更深层的“不积”。 在这个意义上，库拉社会以老人

的“贵货”实现了《老子》的“贵身”精神。
在《老子》中，“不贵难得之货”和“不积”并不适用于所有人，而是

有着非常明确的行动主体，即“圣人”。 《老子》第 ３ 章在主张“不贵难

得之货”之后，立即指出“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

骨，常使民无知无欲”。 第 ８１ 章也明确指出，“不积”乃是“圣人不积”。
在先秦著作中，《老子》对“圣人”的使用最频繁，“王弼本‘圣人’见于

二十八章三十二次，帛书本至少也有二十四章二十八次。 可见‘圣人’
一词之重要”（刘笑敢，２００６：３０９）。 历代注《老子》者大都认为“圣人”
就是“有道之人”。 同时，不同于儒家的“圣人”，《老子》里的“圣人”是
“道家最高的理想人物……［他］体任自然，拓展内在的生命世界，扬弃

一切影响身心自由活动的束缚” （陈鼓应，２００３：８２）。 傅佩荣（２０１２：
２０）认为，圣人“指领悟了‘道’的统治者”（傅佩荣，２０１２：２０）。

我接受刘笑敢的看法，认为《老子》中的“圣人”并不能完全等同于

像“侯王”这样的统治者，而是“天下的楷模”，是统治者应当努力成为

却还没有成为的人，“是老子无为理论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刘笑敢，
２００６：５６０－５６１）。 “不贵货”和“不积”与其他否定性的主张一样都是

“无为”理论的一部分。 在《老子》提及“无为”的 １０ 个章节中，行为主

体都是“圣人”，唯独在第 ３７ 章例外，行为主体是“侯王”———“道常无

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刘笑敢说：“一个‘若’字透

露出的是劝诱之意。 老子希望在位的统治者实行无为之道，但并不期

待他们一定可以恪守无为之道，也就是说，无为的原则本不属于实际在

位的统治者”（刘笑敢，２００６：５６１）。
这里涉及一个关键问题———老子所勾画的世界是有统治者的，他

并不崇尚无政府主义（Ｆｅｌｄｔ，２０１０），而是崇尚一个治理者能够“无为”
的“小邦寡民”的世界———这更像是一种“最小国家”理论（诺奇克，
２００８）。 在老子看来，“侯王” “王公” “君”与“百姓” “天地” “万物”
“道”一样，都是真切的；“圣人”也是真切的，他存在的意义在于为治理

者树立榜样、楷模，在于构成理想的“无为”。 但这种无为“既不是空

想，也不是现实。 不是空想，所以侯王等现实的治理者可以根据圣人的

楷模而实现之，如文景之治。 不是现实，所以需要我们的理解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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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笑敢，２００６：５６１）。 老子提出“不贵货”和“不积”，正是因为他假设

了“圣人”这样一个既是理想的又是真切的、不可或缺的典范人物。
库拉圈用“贵货”实现了“不积”，那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老子和众多

古今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考虑过的、没有统治者的社会。 即使库拉圈上唯

一有世袭首领的特罗布里恩德，统治者的权力也是有限的。 正因为只有

“百姓”而没有“侯王”，所以无需“圣人”这样的典范。 库拉百姓的做法、
想法固然不符合“圣人”的众多品质，但正因他们是百姓，所以才不会

像老子所担心的那样因积累导致统治者对百姓的过度攫取、导致“食
税之多”和“上之有为”。 实际上，老子并不反对百姓积极有为。 在某

种意义上，库拉社会甚至比老子的设想更贴近自然而然的秩序，其背后

的秘密就在于库拉等级的暂时性，我称之为库拉名望的“清零”机制。①

在库拉社会的平权世界里，既不需要清净无为的道家圣人，也不需

要遥不可及的儒家圣人，人们崇尚的是符合自然周期的“老人”。 加瓦人

说，高级库拉不仅大，而且“理想上都很老（ｍｕｔａｂｏｇｗａ）”，要经历长期流

通才能成为名器，因此行动迟缓（Ｍｕｎｎ，１９８６：７６）。 木毓人也把库拉分成

低、中、高三个等级，分别将之对应着年轻人、中年人、老人。 他们说，低
级库拉四处流动、没有名望，人们不在乎它们去哪儿了，就像年轻男女到

处乱跑、惹事生非、没有定型一样；中级库拉则“有目的地开路”，带动一

群对家，如婚后育子的夫妇一样做事有目的性，也因此这一级的库拉有

自己的名字；高级库拉则如同老人，眼瞎拄杖、动作缓慢，但移动极为小

心，目的更明确，它们不仅有名字，且声名远播（Ｄａｍｏｎ，２００２：１２６）。
木毓人不仅用老人形容最高级的库拉贝壳，而且认为参与库拉的

人越老名望就越大：“人们认为身体随着参与库拉程度的加深而变

老———长出皱纹、掉落牙齿。 可以用身体衡量（一个人的）库拉强度”
（Ｄａｍｏｎ，２００２：１１６）。 戴木德描述说，在这样一个看重库拉名望的社会

里，“我遇到的每一个男人都想成为‘老人’（ｅｌｄｅｒ），得到与高级库拉相

仿的地位———‘知名’，并在各处被人谈论”（Ｄａｍｏｎ，２００２：１２７）。 木毓

人甚至有意大量吸烟、刻苦劳作，就是为了尽快显出老相。 在木毓起源

神话中，造物主本来让生产活动无需费时费力；但那个时代结束了，人
类现在不得不辛勤劳作、生产食物，以供他们繁衍后代之用（Ｄａｍ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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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４５－５３）。 而加瓦岛人只要不是很小或者很老就应该努力工作，
懒惰的人被称为“让农园死亡的人”（Ｍｕｎｎ，１９８６：７５）。 这两种观念都

说明，身体的朽坏被认为象征着辛劳一生，是“名望”的合法性的来源。
如前文所说，名望很难积累，但是的确能积累，会随着一个人的变老而

积累在他的身体上。
但是，名望的积累会在老人身故之后迅速消散，难以传递给下一

代，这是清零机制的另一种表现。 在这个母系继嗣的世界里，一个老人

的库拉遗产经常被一分为二。 其中，“库拉通道”（即老人的对家）传给

外甥即他的合法继承人，库拉贝壳传给儿子或者同样传给外甥。 但是，
他的名望无法传递给任何人。

死亡对库拉的影响非常深刻（Ｄａｍｏｎ ＆ Ｗａｇｎｅｒ，１９８９）。 库拉人物

的死亡会迫使他的姻亲在丧礼中将自己的一件库拉送给他的外甥；与
此同时，这个社区会暂时禁止送出库拉，并禁止接受来自某一个方向的

库拉，而仅允许另一个方向的库拉流入。 这样就可以让服丧的外甥和

他所在的社区因此可以积累一定数量的同类库拉贝壳。 这个规定很重

要，因为外甥在继承“先舅”权益的同时，也要承担他的“债务”，汇集宝

物就是为了待到交易重启后用于偿债。
这个过程有着明显的补救性，因为一个人的故去会引发他所在库

拉链条的连锁反应，对家们会讲述已故人士的各种旧债故事来挤兑继

承人还债。 所以，库拉对家们见面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了解谁快要去

世了，以便重新规划自己的策略。 讨论之热烈使人感到好像这个人已

经不在人间了，也好像他的名望不在人间一样（Ｋｕｅｈｌｉｎｇ，２００６：１８３－
２２８）。 正是由于死亡引发了“挤兑”，继承人于是很难保持先舅原有的、
稳定的相互亏欠关系，因为姻亲送来的库拉并不足以让他保住先舅的通

道，他的阅历也抵挡不住老谋深算的年长对家。 所以，接二连三被舅舅

的老伙伴们骗走贝壳的情形十分常见，库拉圈上也因此散落着大量“泯
然众人矣”的库拉高手的继承人。 换言之，库拉圈上只有库拉高手，却没

有库拉豪门。 名望无法实现代际传递———这是更深一层的“贵货不积”。
正是出于“圣人”和“老人”两种典范人物的差别，《老子》的“不

积”与库拉的“不积”也呈现出重要的差别。 前者是老子对统治者提出

的要求，后者则是一种客观效果。 “老人”可以是任何人，无需成为超

越百姓的“圣人”，因此也无需刻意追求“不积”的修为。 “老人”的不

积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因为他无法抗拒死亡所带来的“名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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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只能在死前看一眼自己手上的库拉。 这固然很痛苦，同库拉交换

过程一样让人“心发狂”，但这恰恰是百姓的“自然”，因为“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刍狗”（第 ５ 章）———自然秩序并无仁义可言。 相比之下，“圣
人不积”则多多少少要刻意为之，即需要更多的主动修为才能做到“圣
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不贵货不积”与“贵货不积”看似相反，却有着“贵身”这一共同的

落脚点，即将身体的生老病死视为社会应当崇尚的价值。 就《老子》来
说，贵身符合自然而然的原则；就库拉来说，贵身才不至于为继承人的福

祉而过分努力。 两者都致力于抑制轻视生命或者为了长时段积累而牺

牲个人的意识形态。 老子明确反对贵货、贵名，但却主张“贵身”，“名与

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 ４４ 章）。 “贵身”的看法在《老子》文本

中多次出现，如“圣人为腹不为目”（第 １２ 章）和“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

腹；弱其志，强其骨”（第 ３ 章），等等，是老子崇尚自然秩序的正面主张。
库拉社会固然贵货、贵名，但也崇高“贵身”。 “名随身去”的机制

使一个人不必也无法过度积累，无法为了子孙后代“舍生取义”。 他既

不必为库拉涉险，也不必为库拉组织跨岛的政治联盟，更不必为库拉建

立暴力组织，但却可以通过毕生辛勤的经营而间接求得贵身。
“有文明”的社会几乎都存在阶级固化的现象，其形成大概需要两

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全面贵货”，即将大量物品视为利害攸关的宝

物———这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非常明显。 这样的社会使有组织的剥削、
掠夺不断深入，“异化”越来越深。 另一个条件在于代际积累，即一个

社会可以通过继承制度将它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等级、地位、财产、头
衔、仆役等）以超出个人生命周期的方式传递，直到某些与生俱来的身

份被永久固化，如种姓、士族、大名等等。 “贵货”和身份的世代积累，
最终 会 凝 结 成 创 造 和 维 系 大 型 社 会 的 “ 基 础 设 施 性 权 力 ”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８６：１２２），使社会出现永久分层，而这

正是等级的基本功能（见列维－斯特劳斯，２０００：１５９ － １６９）。
老子以“圣人”为典范人物，提出“无为”“不贵货”“不积”，大致是

为了防止社会资源的过度集中，让“货”能像“天地”“万物”一样“周行

而不殆”（第 ２５ 章）。 库拉社会则以“老人”为典范人物，通过“单一贵

货”实现了“不积”。 其高明之处在于：一方面，与其他人造物如甘薯、
石斧、船只、陶罐、猪等相比，库拉的珍贵程度无与伦比，而且成为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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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生产名望的物品，因此能消耗社会成员的大量精力；另一方面，作
为贵货目的的名望会随着老人的身故而“清零”，很难传递到下一代，
也没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跨生命周期的积累活动，更没有文明

社会中常见的“舍生取义”这类孟子式的、否认“贵身”的观念。 在特罗

布里恩德以外的岛屿中，禁止提起死者名讳。 也就是说，代际继嗣是有

意不被积累的。 这就是库拉“空转”的意思———单一贵货耗费了人们

的精力，但是辛苦积累的名望却又在他死后清零。 这既消耗了人类与

生俱来的竞争本性，又防止了文明化造成的过度积累和等级固化。 库拉

圈就这样实现了社会资源的分散，保持了社会运行的“周行而不殆”。

四、总结和余论

本文论述了用《老子》解读库拉的方法论根据，并质疑库拉研究的礼

物范式，认为莫斯对库拉的“慷慨”和“部落性”的判断均缺乏根据。 我提

出用《老子》中的“贵货”和“不积”的思想来解读一个被礼物范式所忽视

的问题，即库拉体系的总体效果；并指出，库拉作为“贵货”成功地抑制了

库拉宝物、库拉名望和暴力的积累，从而使社会接近一种老子所崇尚的

自然而然的自发秩序。 但与老子崇尚由“圣人”进行的“不贵货”“不积”
“无为”不同，库拉社会是通过“老人”的“贵货不积”接近这种秩序的。

用《老子》解读库拉，我并不是要论证“礼物范式”的失效，而是试

图提出该范式未能注意也不容易解决的一个问题，即库拉实现了整个

社会的“空转”。 人们极为重视库拉，愿意为之而死，称库拉是“解决问

题”的关键，可以“在岛内共同体和不同岛屿的库拉对家之间建立、修
复、保持关系”（Ｋｕｅｈｌ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８３）。 可见，名望的背后仍然是让人聚

散往来的“关系”。 但是，人们围绕库拉辛勤忙碌，却无法实现永久的

贫富差异和等级分化。 整个社会就像一个被惩罚的西西弗斯，永无终

结且徒劳无功地辛苦劳作，因此实现了一种动态的平衡。
库拉并非一个设计精巧、有着明确目的的制度，却不失为一个可持

续的社会，其总体效果在于反对或抑制了重要社会资源的积累。 不仅

库拉宝物和名望无法积累，暴力也无法积累；而且老人随身故而“清
零”名望的制度又体现了更深一层的“不积”———时间的不积。 它使社

会可以抑制自身不断分层和扩张的愿望，最终导致整个体系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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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发现，库拉圈上的确曾出现过制作大型社会的企图，而库拉交

换则是在那次企图失败后才出现的（Ｂｉｃｋｌｅｒ，２００６：４９）。
列维－斯特劳斯的“冷社会”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不积累时间”的

意义，即这种社会“通过他们的制度，以近乎自动的方式消除历史因素对

他们的平衡与延续所造成的可能影响”（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６：２３３－２３４）。
我相信，不积累时间的制度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科学较少关注的、小型的

“非文明”世界，却可以促使我们这些“文明中人”反思自己的局限：我
们所崇尚的久远、辉煌、宏大、绵长、灿烂、坚贞、忠诚、自律、克己等等，
或许只是囤积时间的后果，而那正是“非文明”社会所努力避免的。

我用《老子》解读库拉，不是想说明库拉是一个符合老子思想的世

外桃源，而是试图在具体的辩论中用《老子》的思想讨论前人在库拉研

究中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同时也从另一个方式理解《老子》本身。 我深

知这一尝试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愿意用这篇不合“常理”的小文

抛砖引玉，探索中国思想对于理解域外世界的用处。 这可能是中国人

类学的独特贡献：我们应该去研究中国以外的人文世界，但我们不应该

仅满足于书写一部符合欧美人类学“规范”的民族志———因为那个“规
范”从未摆脱自身的危机（Ｃｏｍａｒｏｆｆ，２０１０）；我们也不应该满足于复制

某种后现代的“文化批评”，甚至将整个学科缩减为替福柯或者萨义德

展开俄罗斯套娃般的文本反思、再反思、再再反思。 域外社会研究或许

可以再进一步，探索中国本土思想如何成为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理论，在
与已有研究的具体辩论中探讨前人未能重视的问题。

我承认，这个思路仍然没有“摆脱”当代欧美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

础，但同样得益于近代经典学者。 康有为、章太炎等人都曾用中国古代

概念理解世界，例如，《大同书》就是一部将公羊学与进化论相结合的、探
讨世界趋势的著作。 实际上，许多近代学者的视野并不仅限于中国，也
没有满足于通过“以中释中”的方式排斥一个自己建构出来的、不曾存在

于欧美的“西学”。 正因如此，本文用《老子》解读库拉，既希望拓展中国

人类学的域外研究，也希望复兴某种一般社会科学视野。 更具体地说，本
文试图在“欧美普遍论”和“中国特殊论”之外，探索一种“多重普遍论”，探
索一种以华夏文明为基点的、不必取代现有普遍主义的普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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