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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过程·礼仪标识·逆推顺述
———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三个概念

□　 赵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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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结构过程”

　 　 在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历史进行的研究基础上，
萧凤霞和刘志伟将他们的工作解释为对这一地区

６００ 年的“结构过程”的分析。 本文认为，这一术语

可以作为不同区域历史研究共同的核心概念之一，
也可以作为多学科区域历史比较的理论平台。

作为一个对历史有特殊偏爱的人类学者，萧凤

霞将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的“结构”视为一个动

态的过程，从而使“历史人类学”有了统一的概念工

具。 她对“结构过程”的含义是这样表述的：我们一

直以来往往不必要地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

念截然二分。 实际上，我们要明白“个人”在分析研

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而是

“结构过程”。 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

关系和意义（结构）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

限制他们做出某些行动，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将此表述还原到区域史的研究中，就是说，研究者所

要做的，就是认识特定区域内的个人或者人群怎样

通过其有目的的行动，去织造出关系和意义的网络，
也即制造出一个“结构”，其后，这个结构又影响着

他们的后续行动。 这个行动—结构—行动的延续不

断的过程，就是历史。
其实，当我们讨论某一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时，

并不会将其视为最初的开发及文化创造过程，在这

个结构过程之前，已然存在形成区域历史的各种人

类活动，不过，为了与此后的“再结构过程”相区别，
将某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定义为该区域在历史

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度开发，而且这一过程的影响

可以在随后的历史中发现。 比如珠江三角洲地区自

明初开始的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在现代社会中看到，
而且在此前是没有发生过的。 相对而言，此前影响

区域历史的结构性要素是个别的或者微弱的，甚至

是潜在的。 人类学者的“区域再结构”虽然是个“动
态的历史过程”，但这个过程的时间段一般不甚漫

长，而且就在最近的百年内，往往是从殖民时代到后

殖民时代。 对历史学者来说，区域历史所经历的

“再结构过程”可能不止一个，而且绝不止数百年之

久。 于是，试图揭示这些过程的历史学者将会面对

更大的困难。 他们不仅要像人类学者那样面对空间

或文化上的他者，还要面对时间上的他者，这些他者

的眉目一个比一个更模糊。 而且，如果确定某区域

历史的再结构过程不止一个的话，就需要确定原有

的结构如何破坏、新的结构要素如何替代旧的。 就

此而言，由于学科的特性不同，人类学者的“区域再

结构”大体上是单数的，而历史学者的“再结构过

程”大多是复数的。 人类学者的“区域再结构”是向

前看的，但历史学者的结构过程或再结构过程都是

向后看的，难处就在于越向后看，材料就越少，结构

性要素就越模糊不清，让人无法确定。 以华北为例，
我们不能像华南那样，从今天依然可见的历史遗存

中，结合历史文献去确定那些明代以来的重要的结

构性要素，因为不能断定哪些要素是明朝或清朝开

始出现的，而哪些要素是宋朝或者元朝甚至更早就

存在了。 因此，华北的研究就必然是长时段的。 我

们必须借助考古学的成果，同时对早期文献重新进

行审视，力图发现区域历史早期的结构过程和再结

构过程。 这时，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引以为傲的民间

文献和田野观察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但人类

学的视野依然是重要的，这会对古代历史提出新的

解释。
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往往是通过观察现代社会去

反观那个距离最近的结构过程的，因为眼前的种种

现象，是这个结构过程的延续。 我们或许也可以采

用这种逆向的方法，去观察历史上的结构—再结构

过程。 比如，试图在明清时期的区域社会中发现前

此某个结构过程延续下来的浓重痕迹，从而发现这

个过程中的重要结构要素，进而把握该结构过程。
相对于它，明清时期该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就变成

了“再结构过程”。 区别某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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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构过程，要看构成原有结构的过程是否中断；判
断这一过程是否中断，则要看特定的区域人群是否

在继续编织那个“关系和意义的网络”。 当历史发

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原有人群或新的人群是否开始

努力编织新的网络，从而开始一个新的 “结构过

程”。 原有的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或者是近年来

关于“变”与“不变”的讨论，也都可以在这样的理路

下得到重释。

二、关于“礼仪标识”

　 　 ２０１０ 年，中国香港地区卓越领域计划（ＡｏＥ）项
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启动，在项目的计

划书中，科大卫提出了“重要礼仪标识”这个概念。
当时的定义是：“地方社会的成员认为是重要的、实
际可见的礼仪传统指示物。”尽管科大卫后来表示，
他自己是从不喜欢下定义的，下这样的定义只是出

于无奈，但是，某些或清晰或模糊的核心概念可以提

供一个讨论的平台，也可以成为区分我们的学术主

张与他人主张的标志，否则我们自己也有可能在那

里自说自话，甚或不知所以。 科大卫曾经做过这样

的表述：“对我来说，严肃的田野工作就是我们学会

如何找出并理解我们选取的乡村的仪式标记。 一般

来说，这些标记体现在明代以来兴修的建筑物的形

制。 我们可以把各时期修建的情况按时序排列，探
问地方社会在这些建筑物出现之前是怎样的一种状

态。 比如说，广东的佛山以祖庙著称，在祖庙出现之

前，佛山是个怎样的社会？ 如果我能回答这么一个

问题，我相信我就对明初的社会有多一点了解。”
科大卫给“礼仪标识”下了定义，即“地方社会

的成员所认为是重要的客观且可见的礼仪传统标

识”。 他随后罗列了一些“重要的礼仪标识”，包括：
称谓、拜祭核心 （神、祖先等）、建筑模式 （比如家

庙）、宗教传统、控产合股、非宗教性的社会组织。
虽然科大卫没有详细解释，但可知他定义的范围是

比较宽的。 所以，本文以为还会包括具有神圣性的

自然物（比如榕树、社坛里的石头）、口述传统、壁
画、雕塑等图像、仪式行为（如打醮）以及碑刻、科仪

书等文本，不一而足。 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都是这样的“礼仪标识”，
所谓被群体或个人视为文化遗产的，等于就是被地

方社会成员所认为是重要的。
如果说，人类学者的历史人类学主要是有针对

性地强调历史意识和时间性，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

学则试图用本土经验提升人类学的某些开放性概念

和方法，在描述地方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重构更大空

间的结构过程，“礼仪标识”或许可以成为这种尝试

的统领式概念之一。
“礼仪标识”之所以可以成为某种统领式概念，

在于它是人类文化的区分性标志，也是一个跨文化

的概念。 一方面，中国文化之与欧洲文化不同，最显

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礼仪传统，中国的礼仪文本与仪

式实践是互动的和统一的，即具有互文性，官方与民

间的各种仪式传统你中有我，科仪文本与仪式行为

我中有你。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早就指出区域社会

史研究要“跨区域”，其实在整体的观照下，跨区域

研究是不言而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跨文化，即不仅

在空间上，也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我
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礼仪标识”，并通过“礼仪标

识”，这些人群、文化传统，甚至空间被区分开来或

者整合起来。 科大卫在谈及“礼仪标识”的意义时

曾说：“我们这个群体的人都是有兴趣研究地方制

度怎样与国家挂钩的。 这是一个‘国家建构’的问

题。”但在这里的“礼仪标识”上，我们也看到了另外

的面貌，即国家建构失败，或者地方制度与国家未能

“挂钩”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否与西南跨境地区的

“不被统治”类似，因为这两个过程恰恰都发生在 １７
世纪以降，处在几个日益崛起的强大殖民势力之间，
因而是极值得探讨的。

三、关于“逆推顺述”

　 　 如果说“结构过程”是我们的研究对象，“礼仪

标识”是研究的切入点，那么“逆推顺述”就是一种

特定的研究方式或技术。 本文认为，所谓“逆推顺

述”，就是将在自己的田野点观察到的、依然活着的

结构要素，推到它们有材料可证的历史起点，然后再

从这个起点，将这些结构要素一一向晚近叙述，最后

概括出该区域历史的结构过程。 作为历史人类学来

说，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依然是不可或缺的。 虽然历

史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在田野中

观察到的只是今天的生活世界，但田野方法的本质

对历史研究来说也同样适用。 陈春声已然说明，置
身于历史场景，感受地方民俗风情，在历史场景和历

史记忆中阅读文献，必会加深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并
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实创造出来。

这既是说在田野中获取历史资料，在田野中观

察和理解人的活动的历史，也是说如何对各种历史

文献加以“田野”观察，将文献所述尽可能地还原到

其产生和改变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和重释。 因此，
即使是历史学者，即使是先入为主地阅读了一些地

方文献，历史人类学研究对地方的了解还是从田野、
即现实世界开始的“逆推顺述”的目的正是为了揭

示区域历史的节奏变化，因为“逆推”的起点虽然是

当下的世界，但能“推”到哪里其实就是找到某一个

历史上的节点，然后使这个节点再成为“顺述”的起

点。 最古老的中国史书《春秋》其实也是“逆推顺

述”，孔子的逻辑起点是当时社会上下的“违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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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就是从他所在时代的失序或社会变动出发的，他
所找到的历史节点就是“三家分晋”，于是《春秋》就
从那时开始往后“顺述”。 在这个意义上说，“逆推

顺述”又不仅是一种研究技术和叙事技巧，而是另

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官修正史的传统从过往叙

述至今，虽遵循了时间的线索，但目的在于表达法统

的承接和国家的力量，而“逆推”是从当下的生活世

界出发，目的在强调“当下”对于历史叙述的意义以

及地方人群的活动对形塑历史的重要性。 研究古代

历史的学者受困于所研究问题的史料的缺乏，故而

不得不常常采用假设和含混的表达，或是做适当的

跳跃，用逻辑的连接替代证据的连接，因此“新史

料”的发现往往引发轰动；研究近代历史的学者又

往往受困于史料的纷繁，个人无法做到古史研究所

倡导的“穷尽史料”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结论，故而在

精细研究和宏观认知之间进退两难。 但在当下的生

活世界，这两个极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就像顾

颉刚研究的孟姜女故事一样，人们口中的孟姜女故

事包含了从先秦到当下的历史层累。 对于“当下”
的人来说，越久远的历史越是碎片，只有成为他们生

活资源的部分才会保存下来，这与历史学者面对的

情况差不多；同样地，即使晚近的史料再多，如果在

他们的生活世界中没有意义，也会被人们无情地忘

却。 因此，现实世界的生存境遇是一个过滤器，它会

告诉我们应该研究什么，历史研究怎样才会有意义，
史料过少或过多的窘境也会因之得到一定的缓解。

层累地制造古史说的另一个方法论意义，是揭

示出每一个稍晚的“层”都可以是稍早的“层”的“当
下”，都是可以进行“逆推”的起点。 过去我们常常

提到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指的

是米粮主要产区从宋代到明清时期的变化过程。 湖

南、湖北、江西的农业发展与湖区的开发有很大关

系，学者们的现场观察和民间文献搜集都可以将这

一变化推到明初，然后讨论自明初以降的整体社会

演变过程，成为新的米粮产区只是这个整体过程的

一个组成部分。 但我们也知道这一过程并非滥觞于

明初，而要追溯自宋代，至少是南宋，那可能是另一

个“结构过程”。 宋代的遗存在今天当然是难得见

了，我们的做法是将明代的传世文献当作“当下”的
田野，看看那里面是如何描述明代以前的江西和两

湖的，描述了该时期、该区域的哪些内容，结合考古

发掘、信仰、传说故事等口碑资料，“逆推”到上一个

历史节点。 我们已经知道两宋时期的江西已经出了

不少名人，也知道江西商人在元代就已经活跃于西

南边陲，那个时期的赣江及鄱阳湖流域已经不是一

片未开发的处女地。 “顺述”，即按时间由远及近地

叙述历史过程，是历史学者习惯的做法。 但因“逆
推”作为前提，“顺述”的起点及其所涉内容就可能

会有很大不同。 按照传统的做法，这个起点往往只

能是国家或者王朝的预设，我们的王朝断代史就是

个典型。 比如我们讲明朝的事，往往从太祖开国讲

起，顶多从元末起义开始，于是历史叙述就被限定在

了王朝叙事的框架内。 假如是一部个人生命史，当
然也可以从出生讲起，一直讲到生命的完结，这当然

是遵循着生命的自然周期，不过也就被限制在其个

人叙事的框架内。 但一个王朝，只是这个世界上芸

芸众生的一个过客；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也不可能脱

离他身边的人、事得到描述，当我们从众生的行动及

其后果去描述王朝，或者从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

经历去描述他，叙述的起点就会不同，“顺述”的内

容也会不同，因为每个人、每个地方经历的事是不一

样的，即使经历同样的事，他们的反应也可能是不一

样的，这些反应反过来对国家或者王朝制度的影响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经过“逆推”之后再“顺
述”出来的历史，就可能是一部不一样的历史。

站在普通人、小人物，甚至是弱者的立场上讲述

他们的故事，从人的活动而非概念化的国家出发理

解历史，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顾颉刚的倡导和年鉴派

的实践，都可以从 ９０ 年前说起，华南研究的工作也

已开展了 ３０ 年。 但是，我们是否已经通过一个个区

域研究的个案，重新绘出了一幅历史中国的新貌呢？
虽然前景可期，但目的还没有达到。 很多区域历史

的结构过程还没有通过大量精细的研究揭示出

来———当我刚刚从晋祠对面的北大寺、古城营两村

调查归来，就看到金胜、董茹等村的城改签约新闻，
我们还不能提供一个可与珠江三角洲的结构过程进

行比较研究的北方范例。 许多“礼仪标识”在城市

化和商业化的剧烈冲击下消失不见了，使我们失去

了借以透视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结构的表征———在山

东济宁的南阳湖畔，发现了一块嘉靖二年的临清卫

左所的社坛碑时，心里是多么激动！ 但这类“礼仪

标识”过去不是相当普遍的吗？ 没有了这些“礼仪

标识”（或类似的历史遗迹），却充斥着许多伪造的

“遗产”，又如何能“逆推”到地方历史的某个可供

“顺述”的起点？ 我们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和材料做

一块立体的镶拼图，这块镶拼图是没有边界的，也就

是很难完成的。 许多不同的主题碎片叠加成一个小

尺度的区域历史板块，然后逐渐凑成一个较大尺度

的区域历史板块。 由于材料和投入的限制，这些板

块之间一定会有许多连接不上的空隙，那些主题碎

片的叠加也会高矮不一，但待到较多的区域历史板

块被如此这般地镶拼起来之后，这个镶拼的过程就

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 这就是一个很容易明白却

做起来不易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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