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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院马克思主义与法人类学的野不解之缘冶
从学科层面上理解袁法人类学渊Anthropology of

Law冤也称法律人类学渊Legal Anthropology冤袁是将人

类学研究方法运用到对法的起源尧定义和功能等问

题的历史考察袁并对法律制度的产生尧变迁和运作

进行实证分析的一门边缘学科遥 检视法人类学的学

科发展历史袁 其萌芽可以追溯到 18 世纪欧洲历史

法学派学者对古代社会的法律形成和发展的论述遥
以萨维尼渊Savigny冤为代表的历史法学派学者提出

法源自于人类社会传承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袁这
种基于野民族共同意识冶的习惯法是法律产生的根

本来源遥 以此为理论指导袁当时法人类学研究重点

是对西方文明之外野异质文化冶中带有野习惯法冶色
彩的社会风俗的搜集和整理袁这成为刚刚兴起的文

化人类学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19 世纪中叶袁
以法律历史学家梅因 渊Maine冤 和民族学家摩尔根

渊Morgan冤为代表的人类学家袁开始尝试将文化人类

学的田野调查尧历史分析等方法运用到对原始社会

和古代法学研究中袁从而构建起法人类学研究学科

体系的基本雏形遥 进入 20 世纪之后袁随着文化人类

学的蓬勃发展袁以马林诺夫斯基渊Malinowski冤尧霍贝

尔渊Hoebel冤尧博安南渊Bohannan冤等为代表的法人类

学家袁扬弃了基于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明进化论的

传统法人类学研究视角袁着重对现存原始部族社会

处理纠纷的多元法律规范体系开展田野调查袁进一

步探讨国家法律领域之外社会纠纷处理机制理论

的现实意义袁推动了西方法人类学研究领域的现代

化转型遥
在法人类学研究历史进程中袁诞生于同时代的

马克思主义与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交集袁形成了两

种思想体系之间的野不解之缘冶遥 [1]但与同时代的摩

尔根尧梅因不同袁马克思主义法人类学研究并不是

基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袁而是以野研究和解决人

类在不同时代的社会基本问题的哲学冶[2]为目的袁从
哲学和思辨角度对实证人类学所取得的田野调查

资料进行规律总结袁进一步野阐明随着历史的演进

而不断变化与发展的人类社会结构冶袁[3]属于广义哲

学人类学渊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冤研究范畴遥正

马克思主义法人类学基本论域的多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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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布洛克渊Block冤在叶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曳中所述袁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本质上是一种野历史学的运

用冶遥 [4]因此袁马克思尧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没有选择特

定社区作为调查地点袁也没有采用典型田野调查研

究范式进行对象观察和体验袁更没有形成完整的法

律民族志等研究成果遥 但马克思尧恩格斯撰写叶人类

学笔记曳尧叶家庭尧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曳等重要法人

类学著作袁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袁通过

对摩尔根尧梅恩等学者田野调查取得的大量历史和

政治材料进行深入评价和研究袁深刻论述基于历史

唯物主义的法人类学理论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

辩证联系袁确保法学理论基本概念和原则得到历史

实证材料验证袁从而成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二尧野社会化的人冶院马克思主义法人类学基本论

域的主体维度解读

庞德渊Pound冤认为袁野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法律袁
但有一个永恒的目标袁这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人类

的力量冶遥 [5]作为一种野社会生活的自然史冶[6]学科袁任
何法人类学研究都以人为理论的起点和核心袁通过

阐述法的产生历程与人的社会属性之间的关系袁揭
示法背后的经济尧社会尧文化历史背景和运行规律袁
实现法学研究历史和逻辑的辩证统一遥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认为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袁既不是唯心主

义的抽象理性人袁也不是旧唯物主义理论中生物学

意义上的人遥 此时人的本质野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

抽象物袁 在其现实性上袁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冶袁[7]渊P60冤不仅是一种对世界阐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起点袁更是社会实践的主体袁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

造者和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遥 因此袁作为马克

思主义法人类学的研究主体袁社会化的人是野历史

唯物主义一切范畴尧概念展开的基础尧前提尧根据和

出发点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能动性根源冶遥 [8]正是围

绕现实社会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推动历史发展的

特殊社会人袁通过对国家与文明起源尧原始社会制

度等人类学基本问题的思考袁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揭示了法产生的根源物质性尧阶级性和规律

性遥 这种基于社会性尧历史性的人类学研究袁实现了

传统人类学研究科学性尧实证性向历史性尧价值性

研究视角的转化袁不仅野构建完成了一个从早年到

晚年尧从抽象哲学研究到实证研究完整的人类学研

究体系冶袁[9]确立野把握世界尧把握社会存在和人类命

运的人类学思维范式冶袁[10]实现野在哲学要人类学思

想层面袁青年马克思和晚年的马克思的统一体冶遥[11]因
此袁从主体性角度出发袁马克思主义法人类学以社

会中存在的事实和现象为对象袁在唯物史观充分运

用和发展中实现了野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彼此相互制

约冶袁[7]渊P21冤即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的历史统一遥
三尧法与社会治理院马克思主义法人类学基本

论域的历史维度解读

杜尔干渊Durheim冤提出袁对社会成员行为进行

社会制约渊Social Constrainr冤是人类学特别是法人

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遥 作为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历史

进程中重要的治理手段袁法治在社会治理和国家管

理历史中发挥着野治国之重器冶[12]渊P23冤的重要作用遥
摩尔根在其叶古代社会曳著作中运用田野调查

取得的重要资料证明袁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

平极端低下袁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对立冲突袁公共事

务管理和争端不需要国家及其管理机关的存在袁而
是基于一种氏族成员自发的社会自治形态遥 因此袁
在叶人类学笔记曳中袁马克思尧恩格斯进一步将摩尔

根的管理观念升华为一种政治观念遥 他认为初民社

会中野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噎噎丝毫没有今日这样

臃肿复杂的管理机关噎噎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

整好了冶遥 [13]渊P92-P93冤这种社会运行管理体制使得习俗

在执行中不需要国家那样的特殊强制机关来保障

实施袁成员自身将野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

性的自然规律遥 冶[7]渊P228冤带有宗教禁忌和道德禁令色

彩的习惯规范不仅代表着氏族成员的共同意志和

利益袁而且对所有人员都有共同约束力袁成为维系

初民社会基本社会秩序运转良好的基本准则遥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袁原始社会治理

形式必然野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冶遥 [13]渊P170冤生产

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化要求一种强有力的力量进

行有效社会管理袁在组织社会生产的同时维护社会

秩序袁这种野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

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袁 就是国家冶遥 [13]渊P170冤此
时袁原始习惯因国家意志的出现而摆脱了偶然性和

任意性的色彩袁逐步被神圣化和制度化袁成为了一

种带有强制色彩的野法权习惯冶渊恩格斯语冤遥 此时袁
原有习惯禁忌色彩进一步加剧成为带有强制惩戒

性的法律责任袁原有习惯秩序也相应被法律秩序所

取代遥 在这个质变过程中袁野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

表现形式冶袁 法律规范性和程序性特征成为国家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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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社会事务基本手段袁构成了野现代公法状况的基

础冶渊恩格斯语冤遥 但是袁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虽然承

担着社会治理职能袁究其本质依然是统治阶级意志

的集中体现袁是阶级压迫的暴力工具袁国家依然具

有野刽子手冶和野牧师冶渊列宁语冤双重职能属性遥
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袁基于人民民

主制度的社会治理将逐渐取代国家管理袁野从统治

社会尧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冶遥[14]渊P377冤

在这个过程中袁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管理将不再

与人民群众相分离袁而转变为社会组织体的自我治

理遥 此时野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袁而变为维护

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遥 冶[14]渊P95冤正是在这

种异化和复归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袁社会管理职能将

由自由人联合体来执行袁 即以一种新的更高形式的

社会自治模式出现遥此时袁人民的利益成为最高的法

律袁国家和法律都将成为人的自由产物袁由此将实

现政治理性和法律理性的辩证统一遥 所以袁在马克

思法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袁法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治

理手段经历了人类文明蒙昧初期的自发治理到以

管理者形式出现的国家袁再到各种高级形式的联合

体治理的发展路径袁体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事

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基本原理遥
四尧权力的法治监督院马克思主义法人类学基

本论域的政治维度解读

伊斯顿渊Eastong冤认为袁人类学家对政治制度的

研究袁主要是野通过各种政治制度的比较袁以达成对

各种政治目标要素的形成原因的分析冶遥 [15]在西方政

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袁 不同历史时代的思想

家尧政治家对公共权力和法治监督问题进行了深入

思考和阐述袁构成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法与社会

关系的一个核心研究范畴遥 柏拉图认为袁权力运行

只有严格地服从法律袁才能在有效减少野任性冶的同

时获得权威遥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阐述了法律对权力

的制约作用袁认为首先要确保野已成立的法律获得

普遍的服从袁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

订得良好的法律冶遥 [16]这种良好的法律不仅是隐藏在

成文法背后的自然法则袁更是支配具体法律条文的

形而上学基础和社会道德渊源遥 霍布斯的社会契约

论进一步认为袁在人人自由和平等的野自然法冶社会

中袁人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和权利袁通过彼此订立契

约袁将自身的部分权利交给社会成员共同执行袁野这
就是那伟大的耶利维坦爷的产生冶遥 [17]在法人类学家看

来袁野耶利维坦爷 机关要要要中央政府在特定区域内垄

断了强力的使用袁社会秩序得以维护冶遥 [18]但是袁卢梭

认为在这个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公共权力体

系中袁人民权利在向公共权力的转化过程中袁极有

可能出现权力的滥用遥 为了确保公共权力不被滥用

而出现腐化和败坏袁卢梭认为只有法治建设才能成

为根本制度保障措施遥
对于上述问题袁法人类学研究观点认为袁在初

民社会中存在着权力产生尧运行和监督关系遥 正如

阿伦特渊Arendt冤观点所述袁权力是一个政治共同体

赖以维系的重要纽带袁只要人们聚集在一起并协调

行动袁权力的运行和监督问题就已经产生遥 马克思

主义法人类学深入探讨了法律与公共权力之间始

终存在的历史的辩证关系袁提出野随着法律的产生袁
就必须产生以维持法律为职责的机关要要要公共权

力袁即国家冶遥 [19]对于法治如何实现对权力的监督袁马
克思认为野耶法律爷一词是和两个概念要要要耶规律爷的
概念袁耶力量爷的概念要要要紧密地连在一起流传下来

的遥 冶[20]渊P652冤因此袁在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袁法对权力监

督和制约问题一般从法的力量和规律两个层面展

开遥 对于法治力量来源问题袁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袁梅
因所发现的法来源于自由身份向契约的转变袁在这

个转变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抽象力量袁 从而使得法

野过于实用而不能得到宗教制裁的支持袁 太压抑以

致远离了善意袁太注重人格的需要冶遥 [21]霍贝尔进一

步阐述这种抽象力量袁认为产生这一抽象力量的根

源是 野拥有司法特权的个人或团体的有形的压力袁
这种压力可以是威吓性的或事实上的一种物质力

量的相威胁冶遥 [22]所以袁在霍贝尔看来法权威性是社

会成员对其认同和遵守的基础袁是监督公共权力有

序运转的前提遥 对于这种法治权威性的根源袁马克

思法人类学基本观点认为袁 在原始公社解体之后袁
法成为统治阶级以国家的形式组织社会管理的一

种重要手段遥 因此袁法野力量冶根源是由国家权力机

关颁布的尧直接约束或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体系作

用遥 正是随着法强制力的提升袁才使得野人们关于权

力和威仪的概念大大升级冶遥 [20]渊P652冤而对于规律来源袁
马克思认为只有野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

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袁才成为真正的法律冶遥 [7]渊P176冤所
以袁善法才是善治的前提袁真正的法律不仅是简单

自由尧正义和理性袁更野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内在的生

命规律袁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遥 冶[14]渊P71冤只有法律真

褚尔康，赵宇霞：马克思主义法人类学基本论域的多维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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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成为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袁这种野法冶才能在普遍

的服从和遵守中得到力量袁从而使其脱离野动物的

法冶而具有了野人类的内容冶渊马克思语冤遥 所以袁为了

解决人类学研究语境中野传统政治权力的监督体制

退化冶[23]问题袁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应当充分运用法

律手段监督权力的运行袁野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作

完美无缺的官僚袁 百依百顺服从他们袁 而不进行批

评冶遥 [24]只有将人民民主监督和法治制度监督有机结

合袁才能使野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冶袁[14]渊P12冤

确保权力运行得到法律严格监督袁进而避免野合法

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冶遥 [25]

五尧余论院马克思主义法人类学研究论域的现

实维度解读

在现代法人类学研究视域中袁学者们不仅关注

人类社会早期形态中法产生的起源和发展形态等

问题袁同时也将研究领域拓展到现代社会发展法治

体系建设问题遥茨威格特渊Zweigert冤认为袁野真正的法

律不过是逐步成长的尧历史上流行的尧根植于民俗

与民情的习惯法冶遥 [26]在任何具体的社会中袁不仅存

在国家正式制定法律袁而且存在一定区域内适用的

乡规民约尧宗教规范尧社会规范尧家族法规和民族习

惯法等多元法律体系袁这些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多元

治理体系问题遥 马克思法人类学观点认为袁对于多

元法律体系的历史形成原因袁 法产生同国家一样袁
也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过程遥 最初习惯法仅仅是氏

族习惯的延续和发展袁在上升为法律的过程中才实

现野双重制度化冶渊Double Institution Alization冤遥 恩

格斯认为原有习惯法并没有完全消失袁而是野在被

压迫者手中留下了一种武器袁直到现代还有其生命

力冶遥 [27]这种持续生命力和历史延续性体现在一定区

域内习惯法对社会组织或群体及其成员之间的社

会关系的调整和规范上依然具有法律效力遥 当前袁
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叶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曳明确指出要野深入开展多层次多

形式法治创建活动袁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尧行业依法

治理袁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尧自我管理遥 发挥

市民公约尧乡规民约尧行业规章尧团体章程等社会规

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冶遥 [12]渊P54冤这是马克思主

义法学理论研究体系中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多元化法律制度构建问题袁对马克思

主义法人类学发展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遥 因此袁对于

相关问题研究必须严格按照人类学基本原理和基

本方法袁把多元法律体系构建问题放置在具体历史

和法律文化的环境中进行考察袁这也成为了马克思

主义法人类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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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n interse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the modern legal person and Marx's theory in the study. Marxist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methods using the basic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rofoundly expounded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egal category theor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law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theory of the Marx principle domain not only has a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esearch system, bu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leg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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