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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性竞争与第四种权威
—政治人类学视角的民间权威与公共性支配的社会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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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旭东
摘要：
在韦伯所归纳的三种权威支配，即法理、传统与卡里斯玛之外，有必要特别提及富
有仪式性竞争意味的权威支配类型，它最初是由人类学家在对“大人物”以及“夸富宴”社会
形态的研究中发现的。这种韦伯权威类型概念之外的第四种权威类型，或者说这种基于竞争
的民间权威类型，将会成为我们重新思考一种社会公共性秩序可能得以构建的一个新的出
发点。这种权威基于一种否定的逻辑，并使社会不仅有序，而且可以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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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秩序乃由一种权威所支撑，并借助这种支撑形成了一种向心性的社会聚合力。在
人数众多的民间社会中，这种彼此之间的聚合力更多会依赖于某种民间权威的支配而获得，
而这种民间权威也必然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以及自我延续的社会机制来保证社会的良性运
行和发展。这其间最为重要的学理问题就在于，我们显然需要在一种韦伯意义的权威类型划
分的基础上去找寻到一个使社会自身极富活力，又能够真正归于一种程序化秩序的民间权
威，它会使得一种地方性的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之间具有有机的联系而非相互分离，从而
造成一种社会的断裂，社会因此成为一种转变中的连续与连续中的转变。而所有这些的讨
论，都离不开民间权威与支配这个主题。
民权意识与民间权威
一般而言，民间权威这一概念是很晚近才出现的，应该说它是伴随着近代以来的民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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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成长才逐渐凸显为一个可以拿来进行实际讨论的社会科学核心概念的，因为在一个并
没有真正民权意识存在的社会里，也许会有大家公举的所谓“民间权威”，却缺乏用“民间权
威”
这个概念加以涵盖的诸多自觉讨论。显而易见，在这种权威背后实际隐含着一种特权，它
能够通过一定的作为将地方性的民众相互聚集在一起，形成可以与其他权威形态相抗衡的
力量，同时它也在维护着一种既有的社会秩序。这些权威大多是指民间社会之外的各种正规
的统治权威及其背后所承载的各种权力的实施。历史学家吴晗在 20 世纪中叶就曾经断言，
在民权意识成长之前，根本的权威是皇权，这是一种不需要人民同意的权力，它只是依靠武
力来获取，凭借独裁来统治，而在皇权之前，也就是秦始皇之前，那又是一种贵族专政，根本
没有老百姓说话的份儿。在这样的传统权威社会中，做了皇帝的也就得了天下，全天下都属
于皇帝家的了，普通老百姓自然也就只能听任皇权的摆布了。①
但是，皇权从来都不是没有敌手的，在高高在上的皇权之下弥漫着各种可以与皇权抗衡
的力量，过去的士大夫阶层、有功名的绅士、怀有特殊技能的术士等，他们都可能成为这种抗
衡力量的领导者和策动者，而皇权的许多资源也都是用在了对这些力量的专门控制上。不过
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民权意识已经正当化，成为人人都可以去自行追求的价值标
准。而在西方，这个过程或许还要更早一些，至少是自中世纪以后的启蒙意识激发了整体性
的民权意识，许多著作都在培养着人们自觉追求自己权利的公民意识。其中，最为著名者当
然要属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所撰写的《利维坦》一书了。在这本巨著中，他首先为现代人构想了
一种人人相互交战的自然存在状态，而要避免这种“所有人跟所有人的战争”的可能，唯一的
做法就是把每个人让渡出来的一部分权利交由每个人都给予同意和认可的外在的强制力的
“利维坦”来管理，这个强制力实际就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是经由一个社会里的全体人
民共同同意的权力，也是现代国家出现的前提条件，恰如霍布斯所言：
互相信赖的信约当立约的任何一方有恐怕对方失约的畏惧存在时，便是无效
的；所以正义的来源虽然在于信约的订立，但当这种畏惧的原因没有消除之前，实
际上不可能有不义存在；而当人们处在自然的战争状态中时，畏惧的原因是无法
消除的。这样说来，在正义与不义等名称出现之前，就必须先有某种强制的权力存
在，以使人们所受惩罚比破坏信约所能期望的利益更大的恐惧来强制人们对等地
履行其信约，并强制人们以对等的方式来维持通过相互约定、作为放弃普遍权利
之补偿而获得的所有权。这种共同权力在国家成立以前是不存在的。②
但是，这样一种每个人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权威的做法，
绝非是现代社会的发明，即使在传统社会里，这一套逻辑也是存在的，它也恰恰是在国家管
辖之外能够生长出来一种权威统治的基础，这种权威就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民间权威，往往
是生长在远离国家的基层民间并由民间社会所共同认可、同意和操弄的一种权力支配形态。
王铭铭特别将这样一种权威跟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划分出来的科层制权威有意区
分开来，因为对于民间权威而言：
他们的权威不是来自官方的任命，而是来自传统文化的规范及对能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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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换言之，传统文化赋予他们社区的“同意权力”和“教化权力”，使他们为了社
区利益施展各种政治的本领。③
依据王铭铭的判断，
“民间权威中心的起源（或复兴）是对现代国家政权向地方社会渗透
的文化反应”。④而这种文化反应一方面是在填充正规的国家权威与地方性家户之间的权威
空白，另外一方面则是借助民间权威的存在，一种历史的传统与现代之间得到了勾连。对于
前者而言，由于有民间权威的存在，家户私利之上的公利有了一种可以表达的空间，这是对
传统中国县级以上的正规机构权威在地方社区缺失的填充和弥补。由此而有的一种推论必
然是：伴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建立，国家的公利与地方性的公利这两者就会合而为一。这一
点在现代国家权力逐步向县以下的乡村渗透中便可以显露出来，但是在王铭铭看来，
“由于
家的公利与国的公利之间的差异很难消除，因此现代正规权威与民间的隔阂仍未解除。民间
⑤
权威中心在改革以来的出现，很大程度上表明这个隔阂的存在。”
因此，民间权威的存在乃是由于民间权威的领导方式是最为贴近地方的，民间权威是地
方公议的最为直接以及最为清楚的表达者和传播者。民间社会里，
人们常以
“会讲话”
来描述
“明白人”
。而且很多时候，
作为
这样的民间权威的此种表达能力，
他们同时也被看作生活里的
勾连传统与现代的民间权威，他们实际上反映着地方社区老年人的意见，这些意见跟社区的
传统之间会有一种更为密切的关系，
他们共同维护着传统的以家族为基础的社区利益。而在
此过程中，
为一个地方社区的历史寻找根据，
比如续修家谱和建造祠堂之类，便成为这种民间
权威得以塑造的基础。而这些都不是正规权威机构所乐于提倡和鼓励的做法，因为民间权威
的兴起恰恰无形中填补着政治统治上的空白，也就是“变迁的社区中人们寻求历史的稳定感
和命运的解说的心态”
，
并借由在地化的民间权威而非远离地方的正式国家权威得以表达。⑥
这种代表民间公利的民间权威在基层社会的兴起，体现了民间社会中原本可能存在的
一种“公民”的观念，⑦这种观念使他们有可能将自己的意愿，通过一个他们共同信任并且委
以权力的代表来加以表达，从而实现他们自己的共公利益。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在河北乡村
的田野调查多少可以作为一种旁证。在河北赵县东部的李村，也就是我的田野调查地点，民
国时期有个叫李梅先的村长或说村正，他在任的时候成为人们所公推的代表他们利益的民
间权威，后来全体村民还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将一块木制的横匾送给他，上面写着“公正
和平”
四个字。所以称其“公正”，据上岁数的村民回忆，乃是由于这位李村正平日里做事极为
公道，不管谁家有了难处都会找他解决。比如富人家里缺劳力，这位李村正就跑去穷人家里
找劳力。反过来，穷人家里如果办大事，缺少经济上的支持，比如婚丧嫁娶等重大礼仪上的花
费拮据，这位村正又会跑到富人家里说情，帮着贫困的人家筹措财物，渡过难关。另外在那
时，整个华北处在多元权威的权力控制格局之下，多种外来的力量都可能会对乡村的生活造
成影响，而在村民看来，那时的李梅先就有这样的本事，他能够在不同力量之间进行周旋，使
他们都能够对他表示满意。比如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来了要在晚上开会，李梅先就安排人家腾
出房子供开会，并让人站岗放哨。要是地下组织需要挖地道，他就组织人们帮忙。而同样的，
要是县城驻扎的“皇协军”来了，要粮要物，催缴税款，他也能够多少帮助打点，说服村民把这
些东西都凑上交上去，从而避免“皇协军”把村子搞得鸡犬不宁，生活秩序难以维持，最终使
村民少受损害。还有，若是四处游荡的土匪来了，李梅先也会想尽办法让他们满意而归，不使
— 27 —

赵旭东·仪式性竞争与第四种权威

——
—政治人类学视角的民间权威与公共性支配的社会逻辑

村民受屈，遭受土匪的盘剥。⑧
而这种原则在理解当下的乡村新权威塑造上或许也是一样适用的，即凡是能够在乡村
社会中成就一种新权威者，他的基础就是真正能够为民众的公利去做一些事情，否则这种权
威是无法树立起来的。同样在河北李村，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村干部要想把自己的位置坐
稳，都得为村民做些有实际利益的事儿，因为如果村民不满意，这样的干部会遭到非议，下次
选举也就无人再投票给他了。同时，如果村民有了难处，村里的干部是一定要出面帮助他们
解决的，特别是在涉及跟村外交涉的问题上。比如 1991 年，村里领导曾经以村委会的名义代
村民向县法院递交了一份按有每位村民手印的“万民出保书”，为一位失手伤人的村民担保
并获得了成功，最后这个刑事案件得到了伤人村民免于刑事处分的宽大处理，随之，这一届
的干部在村民当中就自然而然地有了威望，村民都乐于服从于他们的管理。⑨
在此意义上，随着一人一票的村民选举的逐渐落实，越来越多的民间权威走向一种务实
的、
讲求回报的和以利益实现为基础的权威构建上。这种多少带有功利性的民间权威构建，
使得曾经基于传统或者基于亲属关系的民间权威格局在发生着重大转化，人们在寻求理想
中的领导者之时，尽管无法真正做到每人都可以完全不受外部影响，独立投出自己的选票这
一点，但社会性意义上的互惠原则无疑被彻底转化成了一种基于彼此“好处”或“受益”的共
享，否则民间权威的构建便不大可能出现，传统的权威在此意义上似乎正在走向衰落。
民间权威的卡理斯玛特征
与权力的施展有所不同的是，权威所寻求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服从，是不会存在任何反
抗的认可和接受。社会学家韦伯曾经区分出三种类型的权威：一种是由规则和行政机构所赋
予的，人们服从这种权威就是从理性上认可了规则和由规则所建构的制度，它有着理性的根
基，因此也称其为法理性的权威（legal authority），对于法律的服从是这种权威的最为突出的
代表；一种乃是基于传统的或者继承过去合法性的一种权威，又称之为传统权威（traditional
authority），指对于一种为前人所神圣化了的东西的继承与服从；而最后的一种则是卡理斯玛
（Charismatic authority）的权威，它是对于某个人特别的性格魅力或者至高无上的荣耀的服从
或者崇敬。⑩
在王斯福和王铭铭应用韦伯的权威概念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时，他们更加强调韦伯这三
种权威中的第三种，也就是卡理斯玛的权威。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权威才具有社会能
动性，既能够破坏既有的权威结构，又能够创新或者恢复某一种权威结构，而韦伯所说的传
统权威和法理的权威则都不具备这样的社会动力机制，很多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静止、
常规化以及制度化的固有结构，而只有依赖富有动态性的卡理斯玛权威的营造，这种停滞和
僵化的状况才能够真正得到改变。正如二位作者所写道的：
卡理斯玛可能是破坏性的或者创造性的，但这是历史的生命，而另外二者则使
历史死亡。卡理斯玛人格及其追随者是在危机的情境中产生的，
是在其他两种权威
类型之内创生了一种新的合法性。卡理斯玛具有让人发狂的特征，
有时会达至一种
訛
輯
輥
迷狂的状态，
并且是在听到声音、
看到书写这样的状态之中，
新的正统得到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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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这样的特性，卡理斯玛显然是跟民间权威的出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民间权
威的产生恰恰不会是一种行政任命的法理性的权威，当然也不是自古相传、世袭下来的传统
权威，而是在人们对旧有的权威表示反感，或者是在社会出现危机之时而涌现出来的一种权
威，它的号召力也因此极为巨大，它可以在瞬间动员作为信徒的整个民间大众追随它的召
唤。这样权威的产生也就不是因为他的血统、出身和职业，当然也不是因为他的财富，根本就
在于表现在他身上的效验或者说灵验，总之属于一种根基于某种奇迹之上的个人魅力。这种
灵验或者奇迹可以有许多种，并不单单集中在宗教圣者显灵这一方面。而民间权威多多少少
都会跟这种卡理斯玛的个人魅力搭上联系，因为这样的民间权威的形成往往都是跟一段特
殊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却不是平常人所能够经历的。从王铭铭在他依据对台湾石碇村的
调查为我们所提供的地方性民间权威——
—吕林乌木的生活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民间权
威奇特的生活历程以及由此而表露出来的卡理斯玛权威。
吕林乌木这个名字很是特殊，不像一般的中国名字。原来他本姓林，因为家境贫寒，被当
地的吕家招赘到门下，改姓为吕。后到了日据时期，两家都开始衰落，甚至吕林乌木死去的弟
弟和父亲都通过他的母亲周氏托梦说，他们在阴间的日子过得极为凄惨，连衣服都穿不上，
恳请帮助他们一下。后来吕林乌木便受母亲之托去台北的指南宫，求能够沟通阴阳两界之人
为他解析托梦的原委。这位通灵之人通过作法，使吕林乌木的亡弟能够借通灵之人的身体说
话。他的亡弟自述死得极为悲惨，是吃了现代的西药而死的，为医生所害，现在没有衣穿，没
有饭吃等。吕林乌木的父亲也借通灵之人说出了同样的事情，并指责吕林乌木行为不端。吕
林也确实不属于有道德之人，经商、吸食鸦片这两项便使他已经不属于当地人所认为的有道
德之人的行列了。他父亲接着又劝慰吕林乌木要想使他们在阴间过得安宁一些，就要想着在
神的指导下改邪归正，为民众做些善事，为自己的来世积累功德云云。最后，庙里大师建议吕
林乌木在自己的家乡石碇村建一座指南宫的分庙，以此来积累自己的功德。吕林乌木听从大
开设了分理处，传播这位神灵的神性，改造众生，帮助他们
师的意见，在石碇村为“孚游帝君”
解脱苦难。后来又修缮村里原有的集顺庙，将指南宫的吕洞宾加供到这座庙中，并专门设立
“名善堂”
这一民间宗教组织。
“多善堂”以吕林乌木家为中心，广泛吸收附近村落的村民甚至
官员参加，声势也越来越大，深为地方上的各类权威人士所尊重。这项事业在吕林乌木去世
訛
輰
后由他的儿子林清标继承下去，并在台湾光复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輥

如果转换到另一个场景中来，王铭铭所提供的另外一个可资比较的民间权威生活史的
例子就是福建安溪县美法村的 C 先生。这位被村民说成“有魅力、爱管事、不贪财、公正”的民
间权威，正像王铭铭所说的那样，是一位传奇人物。他 1935 年出生，远比台湾的吕林乌木的
生活时代要晚，且担任过共产党的干部，后来在 1959 年到 1961 年间，作为公安特派员暗地
里支持地方上的家族械斗，结果被停了职，甚至在 1966 年文革开始的时候，被当作“封建把
头”和
“罪犯”，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呆了两年后出来，靠着做些杂事来维持生活。1988 年才
被恢复名誉，以后他又重返村落政治舞台，组织大家从事“修庙、祠堂重建、寻根问祖、修族谱
等等公益事业”，连村长和书记也都拿他没办法，形成和村里的正式权威相抗衡的另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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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C 先生的这种民间威望的建构是跟他的一些特殊事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上世纪 50
年代他担任过区一级的官员；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初，他为陈氏家族的公共利益组织过 12
人的兄弟会，一举打败了邻村家族势力导致的文革斗争；文革以后可以经常看到他为社区公
共利益服务的身影。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民间对于他们心目中的权威人物加以认可的标准，那
輱
訛
就是，它是以
“为民做主”
为前提的。輥
而王铭铭所提供的最后一个民间权威的个人生活史的例子是接替吕林乌木的高笔能先
生。这位高先生早年读过书，后来回到乡里担任庄政府秘书，后升任助役，1945 年台湾光复
后被选为第一任民选乡长，后来一直左右着乡里政治，并在 1979 年取代了林清标的儿子继
任集顺庙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把原来吕林家的庙管会改造成比较规范的庙宇管理委员
会，后来又重建了集顺庙，并搞了一次特别盛大的建醮仪式。不过，即使这样，高先生在村民
的心目中也已经失去了吕林乌木的那种绝对权威，派系力量使得他的这种权威不是唯一可
诉求的对象，同时能够帮助民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渠道的增加也使这样的民间权威的权威感
大打折扣。这一点观察是极为正确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化解人们生活中的风险和危机的理性
渠道的出现，民间权威的卡理斯玛特性，或神异性的权威，也在逐渐地减少，人们的实际生活
似乎越来越可能脱离这种权威的支配和影响，与此同时，民间权威所塑造的神圣性也就自然
而然瓦解了。对此，王铭铭有这样的表述：
民间权威存在的基础在于它可以表达民间的实际问题，以象征和行动对此一
类问题作出反应，以此形成“神异性权威”的形象。当民间的实际问题可以在目前
渗透到整个台湾社会的大众传媒等文化形式中表达出来时，对民间权威的需求会
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当现代政党政治发展起来以后，不同的认同、公众意见可
以以党派认同表现出来，于是象征的历史认同便被取代。此外，民间信仰的权威在
商业化严重的台湾，不断蜕变为职业性的“巫术”与心理治疗所，从而使权威的象
征表述变成一种职业性的信任所，现在不少人谈及宗教世俗化可能是宗教成为职
訛
輲
业性、
医疗性、
福利性、心理性的信任制度形成的表现。輥
尽管民间权威有如上的一种世俗化倾向，我们这里读到的三个民间权威的个人成长历
程还是足以说明我们上面所强调的民间权威跟卡理斯玛特性之间的连接。而这种卡理斯玛
出现的前提在各个时代都会有差异。吕林乌木和高笔能虽然出于同一社区，但由于生活的时
代不同，展现权威所借助的形式也有所不同。但是二者仍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为民做主”的
民本价值观。而在另外一个村落中的 C 先生，他一样为当地的民众谋福利，而且跟高笔能一
样，拥有官场经历，因此做事能够区分在官场上什么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以此来作为为民
请命的基础和资本，从而可以卓有成效地建立起国家与地方之间的联系。这些都类似于费孝
通所描述过的 1949 年以前的士绅阶层的地位，但二者之间又并非完全地对应。
新民间权威的沟通能力
实际上，一个地方社会中的这种沟通上下、内外的能力在今天的新型民间权威中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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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非常明显。在我自己所走访的村落中，新民间权威的形成很多时候跟这些民间权威的此种
沟通能力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一般而言，凡是这种能力强的人，在村子里自然会有一种威
信，不需要拉选票，也自然就会成为村落的领导者，当然基础还是他为村民所做的好事有多
少。实际上，村民之所以看重他们的这种沟通能力，是因为很多情况下他们可以借此把村落
以外的各种资源引入到村落社区中来，使村民的生活更加富裕起来，这便是今天大多数拥有
民间权威的个人的魅力基础。一句话，今天的民间权威很少再像过去那样去形成一种跟国家
力量争相抗衡的抵制性力量，由于发展经济的迫切需求以及村民寻求富裕的共同意识，这两
者之间往往会上下沟通，逐步形成民间权威与村民福祉之间的一致性认识，借助这种认识，
老百姓自己也获得了实际利益，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去强化民间权威的影响力和个人所具
有的卡理斯玛品质。这些都可以看成是现代中国乡村民间权威快速成长的根本原因。在这一
点上，周怡对华西村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范例。
周怡所调查的是远近闻名的华西村，这个村子里的“不败的权威”吴仁宝书记被她看成
是一种卡理斯玛型权威的典型代表。确实，作为一位村书记，他带领着大家致富，自己却仍旧
住在一间破旧的老屋子里。天气热了，自己搬到院子里去过夜，第二天却给全村 55 岁以上的
老人都安上了空调。他说自己要是单干，能成为亿万富翁，但是他都放弃了，而是想着如何让
村集体富裕起来。这是他自己的表述和对自己行为的一种解释，而这些想法的产生在他看来
都是由于他年轻的时候对于贫穷生活的记忆。他最乐于向其他人讲述的就是自己母亲的丧
礼与自己的婚礼同时举办的那一极为凄惨的过去，这些使他基于过去的生活形成了一种不
愿再让其发生的“救世的”宏愿，并持之以恒地坚持如此地做下去，由此而赢得了村民对他个
人魅力无法抗拒的服从与崇拜，村民还将许多本来是偶然联系的怪异现象统统都添加到吴
仁宝个人的身上，使其权威的卡理斯玛特性更加凸显出来。有一段记述颇值得引述：
村里人都非常崇拜老书记，发生任何外面的或村里、家里的事，大家首先都听
他的话，他的威信是绝对的。关于老书记村里还有许多说法，比如：老书记不在家，
村里就出事。再比如：老书记召集开会，从来不下雨，好像有老天帮忙似的。华西村
的集场日，原来是邻村的日子。可是那个村每年逢集的日子，就下雨，一下好几天。
他们的书记就把集场改了日子。老书记说，你们不要，华西村要。所以，每年阴历三
月十五，就成了华西村的集场日。去年我们搞，连搞 3 天都不下雨。而那个改了日
子的邻村，今年他们逢集，又下了大雨。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外出办事，我们
提华西，外面人就提老书记名字，事情马上顺利多了。比方，我们华西村要上市发
訛
輳
行股票，老书记给李鹏总理写信，就批准了。輥
在上述这段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位民间权威被神圣化的过程，所有正面强化这位吴书
记特异性权威的事件和联系都被人们非常清楚地记忆下来，而所有与此无关的事件和联系
就被社会记忆所遗忘了，而且这些记忆也在不断地强化着吴仁宝的个人魅力，使他可以夸口
说能在 15 分钟内召集全体村民开会，这一点由于老百姓对他的信服，无疑是不会存在任何
问题的。但显然，作为乡村领导人的吴仁宝也是慷慨地为村民做好事、施与更多利益的领导
者。另外，我们从上述这段话里还可以感受到，今天的民间权威绝非是与国家正式权威相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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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而孤立地存在，而是千方百计地通过个人的魅力影响国家对其给予一种政策上的倾斜。或
许一般人写信给国家总理不大会受到特别重视，但是吴仁宝因为远近闻名的社会声望，他的
特殊请求就得到了总理的特别批示。因此反过来，这样的民间权威，他们在行为上是绝不会
与国家政策相抵牾的，而且很多时候都会想尽办法去变通性地迎合上面的政策。这种做法用
吴仁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与上保持一致”，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新
闻媒体来提高自己村的知名度。无疑，这个被称为“华西”的村子在今天已经名扬天下了，但
这个历史并不是太过久远。有史料可查的第一次报道华西村的新闻是在 1968 年的《新华日
訛而提升知
輴
报》上，后来该村便“一直是中国农村在媒体上登报率、出镜率最高的村庄之一”。輥
名度的另外一条途径便是与上级领导建立起十分亲密的关系网络。各级领导人相继参观华
西村，为这个村子题词，随之各方面给予关照，使这个村子在正式的权威机构里也同样得到
了认可。因此在最后，凡是跟吴仁宝这个名字有关的事情，不论是办得了的还是办不了的，都
因为有这层层的关系网络而受到了特别的关照，
“也为确立村书记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厚实的
政治资本”。这也是华西村生活水平能够不断攀升，吴仁宝书记的权威能够一直不倒的“政治
訛
輵
靠山”。輥
作为民间权威，他同时还需要与下面的拥护者保持一致，并认为这不仅是一般民间领导

人物需要具备的素质，而且还是正式权威机构里的干部所需要具备的素质。这就是吴仁宝为
官的“与上保持一致”
和“与下属、与老百姓保持一致”的“两头保持一致”论。而有这样的一种
观念，肯定是跟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当过国家干部，
1957 年精简干部
回乡，后来 1980 年还竞选过县委书记，1997 年省人大代表落选，此后便回乡，继续做他的书
记，干出了一番事业。他采取的应对上级的策略就是形式主义的应付，是中国人迂回策略和
生活逻辑的明显体现。比如他一直没有分田到户，而是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曲解成为“责
任到户”，足见他在和上面打交道时的变通能力之强。一方面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传统民间权
威所具有的“为民做主”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他也能够有意识地通过把村庄资源“即时适
訛这一套办法显然是吴仁宝
輶
时”让渡出来给村民，来赢得村民对其领导的心甘情愿的追随。輥
自己在多年的政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适合于当地情况的、依靠权威而不是权力来进行支配
的做法，是其卡理斯玛权威得以巩固的基础。
在这套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作为魅力型领导的独特之处，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并

获得成功。在改革之后，中国乡村的集体主义已经成为末流话语之后，吴仁宝却仍然坚持一
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并且通过它让每个人都可以受益，那么即使在思想观念上与主流并非完
全一致，却也能够得到范围广大的寻求自己利益满足者的支持。在周怡看来，吴仁宝可以算
作是韦伯所讨论的卡理斯玛型权威的中国翻版，因为他是借用时代的“中心主题”来贯彻自
己的主张，从来不是逆时代而行，反倒是竭尽可能地利用这些“中心主题”来为追随者谋得福
利。如在
“学大寨”
的年月里，他借用苦干精神改变了华西村的贫穷面貌；在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时，他巧用一些口号，把社区集体意识逐步凸显出来；而在市场经济的转型中，他又
开始强调“拉开差距的共同富裕”，并强化其家族政治，使之成为这个村庄后集体主义时代的
訛
輷
特征性政治形态。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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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三种纯粹支配类型
民间权威所具有的这种卡理斯玛人格，使其对于他人的支配具有了一种合法性或者正
当性的基础。在韦伯看来，任何的支配都是以某种正当性为基础的，离开这一点，支配就无从
谈起。但是支配和权威并不是同一的，有支配能力的人不一定有权威；反过来，有权威的人，
其支配能力不一定就很强。比如我们经常谈学术权威，他可能有权威，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直
接对他人进行支配，特别是在学术观点上；反过来，有些支配能力很强的人，比如一个公司的
老板，他近乎能支配所有员工，却不一定在员工中真正有权威，同时一旦离开他公司下属员
工这个范围，他的支配能力可能几乎为零，反倒是某种学术权威的影响力甚至可以波及全
球，死后也都还会有影响，比如大家熟悉的法国哲学家福柯便是一例，他差不多是死后更加
有影响力的欧洲思想家之一。不过有权威又有权力的人也是有的，上面华西村的吴仁宝应该
就算是一例了。
支配与权威之间这样的复杂关系影响到人们服从动机的多样性，人们可以因为习惯而
服从，可以因为情感的维系而服从，可以因为物质利益的考虑而服从，还可以出于某种理想
訛在这些支配与服从的形式
輮
性的动机而服从，这些不同的动机也就决定了支配形式的不同。輦
里，以纯粹的物质利益和相互的利害关系为基础的支配是最不稳固的，而建立在情感和理想
基础上的支配关系最为牢固，而后者又并非是前者所能替代的。但是，所有这些支配形式又
都需要以某种的正当性为基础。

所谓正当性（legitimacy）就是使一种支配行为得以顺利实施的行动理性。这种正当性不
是天然地建立在习惯、物质利益、情感关系以及理想追求的基础上的，而要经历一个不断培
养的过程，每一个社会内部都要有使这种正当性得以培养的系统存在，而不同的正当性相应
地会有不同的服从形态、不同的行政系统以及不同的支配方式。由此认识，韦伯进一步划分
出了三种纯粹的支配类型：
1． 理性的基础——
—确信法令、规章必须合于法律，以及行使支配者在这些法
律规定之下有发号施令之权利（法制型支配，
legale Herrschaft）。
2． 传统的基础——
—确信渊源悠久的传统之神圣性，及根据传统行使支配者的
正当性（传统型支配，
traditionale Herrschaft）。
3． 卡理斯玛的（charisma）基础——
—对个人，及他所启示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
社会秩序之超凡、神圣性、英雄气概或非凡特质的献身和效忠 （卡理斯玛支配，
訛
輯
charismatische Herrschaft）。輦

上文曾述及韦伯所说的三种权威。韦伯这段话中的 Herrschaft，英文译作“权威”而非“支
訛但二者意义近乎一致，
輰
配”，輦
只是用语不同。第一种的“法制型支配”也译为“法理型支配”。
按照韦伯的解释，这是一种对于客观的、非个人性秩序的服从，由法律赋予某个人支配性的
权力，其支配范围仅仅局限于由此法律所限定的该职位的管辖权。比如通过各级选举甄选出
来的地方官员，其职权范围也就限于参与对他的选举的那个人群的范围之内，这个官员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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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可能超越于这个范围来行使职权。第二种是“传统型支配”，个人的支配能力依据传统上
对其支配地位的认可。这是一种认可的权力，其基础是要有大家公认的传统。而第三种的卡
理斯玛型支配，实际上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之上，服从于他支配的人都会为他超凡脱俗的
个人魅力所吸引，心甘情愿地服从于他。这样的人可能是英雄、有特殊禀赋的人、聪明过人的
智者，还可能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生长于民间社会的民间权威。这种权威的动力基础在于人
们对于卡里斯玛人物的向心力，但这种权威的隐性危机在于，一旦卡里斯玛权威被确定下
来，便有韦伯所谓的
“卡里斯玛例行化”
的出现，换言之，这种权威的动力基础发生固化。
卡理斯玛例行化
正如我们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基层社会里民间权威的兴起跟韦伯所说的卡理斯玛
的支配联系在一起，并且一般都经历了韦伯所归纳的“卡理斯玛例行化”过程，也就是从一种
短暂的非日常性的卡理斯玛权威过渡到日常性的持久性的支配上去。当由一位圣者、智者以
及英雄等卡理斯玛型的领袖引领着一群门徒、学生以及战士之时，这种关系并不会永久保
持，而卡理斯玛的神圣性一旦瓦解，这种关系也就随之崩溃了。要想使这种引领的关系持久
保持下去，那么原初的卡理斯玛的支配必须加以改变，正像韦伯所强调的那样：
“卡理斯玛支
配只能存在于初始阶段（in statu nascendi），它无法长久维持稳定。它终究会被传统化或法制
輱
訛
化，或两者的连结所转化。”輦
在韦伯看来，有两项因素直接导致了这样的卡理斯玛型支配向其他两种支配形态的转
变：一是使追随卡理斯玛的人在精神力量以及物质利益上能够得到持续，同时可以使卡理斯
玛及其追随者的共同体不断壮大和发展；一是能够使追随者内部的关系更加稳定化和固定
化，这样就可以使追随者不致因为追随的热情而牺牲掉世俗的利益，比如经济上的和家庭生
訛这样的例行化过程使得卡理斯玛的权威逐渐丧失，
輲
活上的。輦
代之而起的则可能是传统的权
威和法制的权威。在旧的卡理斯玛人物逝去之后，新的卡理斯玛权威的正当性往往会受到某
种原则的限制，而当这种原则变成必须实行的规则之后，传统也就形成了。卡理斯玛权威的
个人魅力丧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僵化的传统约束。韦伯以藏传佛教的新达赖喇嘛甄选为例来
说明这样的过程。这是一种通过烦琐的规则来进行选择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要求的是规则
的精确实施而不是选出来的转世灵童的个人魅力本身。在许多场景中，我们都会看到这样一
种依据规则和实施规则来选举领导人的做法，这种做法让人信服的根本原因就是，
“新领袖
的正当性来自选择技巧的正当性”。由此限定这些技巧的规则成为法律，由此一种法制化的
訛
輳
权威得以出现。輦
使卡理斯玛例行化的第三种做法就是由卡理斯玛权威来指定接班人，并得到其追随者
的承认。这种例行化的根本在于卡理斯玛权威的指派，这种指派就是一种正当性。而类似“加
冕”
这样的制度也被韦伯说成是卡理斯玛权威例行化的另外一种形式，并可以看成是现代选
举制度的起源。因为，它是通过具有卡理斯玛禀赋的管理者推举继任者，并由共同体给予承
认的。这种承认不是依据票数而是依据一项正确的选择，由此来“选出真正具有卡理斯玛的
訛
輴
人物”。輦
而卡理斯玛例行化的主要驱动力在于能够将初始的卡理斯玛支配正当性一代一代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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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下去，在此过程中，血缘是另外一条传递此支配并使其例行化的重要途径。在韦伯看来，这
属于“世袭性卡理斯玛”，也就是卡理斯玛“可由拥有卡理斯玛者的族人——
—通常是其最亲近
訛这种亲族共有，
輵
的亲人——
—共同拥有”。輦
最终都是要由亲族共同选举出来一位卡理斯玛的
继承人来行使这种支配。长子继承制是一种常用的亲族选举规则，但常用于欧洲和日本，传
统中国大体也坚持这样的原则，其他地区并非常见，这种方式有助于消解因候选人之争而引
起的相互之间的仇杀。在此继承中，被选出来的人不是因为有了个人魅力而赢得追随者，而
是由上一代世袭下来的职位的正当性。结果，随之而来的就是由这种世袭的正当性而产生的
訛
輶
权威支配的传统化与法制化。輦
在传递卡理斯玛支配使其例行化中，有一种方式极为重要，那就是借助仪式。在禅宗中
通过仪式或者说道场来传授衣钵实际便是传递了一种卡理斯玛的权威，此种权威不在人而
在于传授衣钵的仪式本身。在众目睽睽之下，通过仪式的过程，一种支配的正当性得到了延
续。在这里，正像韦伯所敏锐地观察到的，卡理斯玛跟人分离出去，
“成为一客体、可传送的实
訛
輷
輦
体”，由此可能转变成为一种“职位性卡理斯玛”。 此时，仪式超越于个人的素质，成为第一
重要的，仪式的完美和精致决定着支配的正当性程度。我们在后面会提到格尔兹所描述的巴
厘岛人辉煌的庆典仪式，这种辉煌在呈现着一种国王统治权的合法性。在这里，最为核心的
便是随着卡理斯玛例行化观念的发展，卡理斯玛不再是别无选择地跟某一个人联系在一起，
而是可以独立地分离出去，去跟与此原初具有卡理斯玛的人有某种联系的人或物相结合，使
其具有跟原初的卡理斯玛同样的正当性，而仪式的过程使这一正当性的传递成为可能。
仪式与竞争性权威
不过，韦伯并没有真正提及竞争性的仪式对于卡理斯玛支配例行化的影响，而这种竞争
性的仪式展示成为民间权威最具活力的、获得其支配正当性的基础。美国的人类学家斯特拉
森（Andrew Strathern）在 1971 年出版的专著《莫卡的绳索》
（The Rope of Moka）一书中，为我
们展现了一种获得权威和支配的比较奇特的途径。这是通过竞争性的仪式性交换来获得一
种“大人物”
（the big－man）称号的公共仪式，这种交换经常发生的地点就是斯特拉森从事田
訛
輮
野调查的新几内亚的哈根山区域（Mount Hagan）。輧
跟其他地方通过自己寻找支持者来获得“大人物”称号的做法有所不同，莫卡仪式所体
现出来的是一个个体与群体之间相互竞争的过程，一个人若要是从某一个群体里脱颖而出，
成为众望所归的“大人物”，他就必须有能力在地方社会的仪式性交换中提供更多的猪来分
给这个地方社会里的人共同分享。这些平时在他自己家里所养的猪，在此时会即刻转化成为
一种公共性礼品一样的东西被公开送还给这个社会，他通过自己家里所贡献出来的猪，赢得
了社会对于他的回报，即属于他的声望。能够获得这种声望的最大者便是提供猪最多者，而
反过来，提供这种猪最多者，在当地人看来，当然也就是赋有某种卡理斯玛魅力的“大人物”
輯
訛
了，而这样一种权威的文化的表达就会使更多的人追随于这个大人物。輧
这种竞争性的仪式交换同样可以在美国西北海岸的灵伊特、撒利诗以及夸克特等印第
安人的社会中观察到。他们都乐于举办一种名为“夸富宴”
（potlatch）的仪式，这种仪式的实际
含义跟我们平时所说的
“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诗句的意境或内涵多少有些相似。他们把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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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能搜集上来的值钱之物，比如鱼、动物毛皮以及毡子，统统在这个仪式上作为礼物送出
去。他们借此挥霍的财物越多，由此在地方社区中所获得的声望也就越高，换言之，财物的耗
訛
輰
费量和耗费财物的人所获得的荣誉是成正比的。輧
并且，这种竞争性的仪式本身成为了建构权威的一种途径，它并不依赖于韦伯所归纳出
来的三种权威支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它显然不是以法制型或法理型的支配为其正当性的
基础，因为财物的耗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则与方向可言，更不用说有什么我们所说的法理
性的理性逻辑存在了；它不是以传统型的支配为其正当性的基础，因为财物的耗费并没有什
么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分殊，只要你有财物，只要你愿意耗费你私人的财物给你生活于其中的
社区，你就可以获得一份独有的声望与尊敬，而不受什么传统的专门限制，或者干脆可以说，
那种僵化的传统概念，也许根本就没有在这些印第安人的头脑中存在过；当然，最后也不能
说它是以卡理斯玛型的权威支配为基础的，因为卡理斯玛是跟某一个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一
种个人魅力的展现，但夸富宴的实施并非要强调这一点，它只是看重你是否愿意把你所辛苦
积攒起来的财物在这一瞬间被公开性地消耗掉，它强调的是公开、平等和尽其所能。总之，这
些仪式性的展示与一个人的纯粹个人魅力没有更为直接的关系，而是跟你的财物在社区共
同体当中被当众耗费了多少有更为直接的关系，一方面是耗费，另一方面是声望，二者在此
成为了一种正相关。这成为社会秩序构造的基础，也成为社会活力的来源，更成为社会创造
力的根本。
不过，我们更加愿意将此种支配并置在韦伯所说的“卡理斯玛例行化”的主题下面进行
讨论是因为，这样一种由竞争而获得的权威也属于一种卡理斯玛的转化形式，只是韦伯没有
给予过多的注意。当一个人在众人面前耗费尽自己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财富，并且这种耗费
的数量或者价值远远超过其他人的时候，他就当然地成为一位人们心目中有着卡理斯玛特
质的有社会影响力的人物，他可以由此对社会中其他人的行为造成支配性影响。这样一种通
过仪式性竞争而获得的权威可谓是一种反卡理斯玛过程的卡理斯玛的例行化。原来先有极
为特殊的个人卡理斯玛，然后才有卡理斯玛的例行化，但这里转变成为先要有一种公开的行
为上的表现，然后由此行为的特殊意义，比如财富的彻底转让或者耗费，而造就出来一种有
着独特个人魅力的卡理斯玛权威。这可以是一种卡理斯玛的例行化的形式，因为它的出现是
仪式性的、周期性的以及形式固定的，但是它在内涵上又是属于俗世性的、不确定性的以及
不可预知性的。一句话，它表面上看起来有些类似韦伯所说的卡里斯玛例行化，但骨子里借
助一种领导人的脱颖而出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卡里斯玛例行化的存在，这是一种真正社会
輱
訛
学意义上的
“否定的逻辑”。輧
这样一种看待卡理斯玛例行化过程的颠倒的否定的逻辑，可以使我们更多地摆脱韦伯
以个人为中心的对于卡理斯玛的例行化的解释模式，而去更多关注一种社会制度如何造就
有着某种卡里斯玛特质的人物，同时又否定卡理斯玛例行化的存在以进行对于民间权威存
在的分析，也就是一方面强调社会中有一些约束的存在，并有某种机制使得个人会依附于这
些约束，并赋予这种行为以社会的意义，以此平衡私自的占有与公共的分享之间的两极化，
但同时它的生成又带有极大的变动性和非固定性。这些也是真正能够理解造就出一种有活
力的民间权威的过程的一套逻辑，也就是社会有着一些潜在约束，迫使某一些人让渡出自己
的一些利益，来赢得大家对他们的尊敬与服从，他们被附着上一种卡理斯玛权威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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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依靠连续让渡利益给整个社区，来使得这种尊敬与服从不断持续下去。否则，其链条一旦
中断，他们就会为其他的权威人物所替代，因为后者所回馈给社区的利益要多于前者，这无
形中使社会自身充满了延续性的活力。
作为仪式性竞争的第四种权威
显然，韦伯最初讨论权威类型的问题时，重在彰显有着其自身活力的卡里斯玛权威的正
当性，它意味着对于固化和僵化的传统和法理权威的一种否定和超越。因为借卡里斯玛权威
的存在，他强调了此种权威的个人属性及其在诸多不同层次的富有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身
上得到的更为具体的体现，它们的存在带来了社会秩序的创造，并使之可以得到一种自我延
续。但这种秩序及其延续，又都必然是与此独具魅力的个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一旦这个
有着卡里斯玛权威特质的人物失去了这种特质的光环，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了，那么此种权威
的支配力也就自然大为衰减，甚至会消失殆尽。
换言之，此种有着吸引力的卡里斯玛权威，特别是在民间权威的意义上，会造成一种社
会秩序的中断或者不连续，一个在此权威笼罩之下的社会将会遭遇到宿命的社会秩序的震
荡和重整。在当今世界伴随着一种人们权利意识的成长，韦伯意义上的传统权威日渐衰落的
大背景之下，更多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法理权威的成长，但是它的问题也正像韦伯所清晰意
识到的那样，它会缺少一种社会动力学的基础而渐渐步入科层化或者例行化，由此可能带来
社会演进动力的缺失，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一种过度刻板化的声称由法律所保证的秩序，最
终可能会成为一种僵化的社会秩序。
但上文所述新几内亚莫卡人的“大人物”的社会竞争逻辑以及美国西北海岸的印第安人
中的夸富宴仪式的彻底性的财富耗费与仪式性的转让，无疑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之外另
外提供了一种权威类型构建的模式，它通过仪式展演的自我呈现而在一种基于个人无限欲
望的魅力型的支配力与一种社会规则性的制度安排之间寻找到了某种新的平衡，它可谓是
另类权威成长的新途径。此种权威类型的存在无疑为社会自身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持续性的
活力，并为此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同时使得个人存在的能量得到了富有社会意义的释放，
并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从理论上而言都有机会平等地参与到其中。此种民间权威可谓既是
世俗性的，又是神圣性的，或者说是世俗性与神圣性二者的有机结合，它会基于人们最为日
常性的生活实践，诸如莫卡妇女日复一日的辛勤养猪劳作，但它同时又是极富仪式性意义
的，它让平日里世俗性的财富积累瞬间转化为即刻性的仪式的神圣性表达，由此一种富含公
共声望的民间权威得以树立起来。但这树立起来的地位又并非是稳固不变的，可能来年养猪
新能手公开贡献的竞争性仪式在决定着一种未来共同体中新的“大人物”，即社会共同体新
的领导者的涌现。可以说这种竞争性权威的社会逻辑实际避免了一种基于制度性的法理规
则的严苛约束而出现的一种寻求无所作为的惰性，也避免了集中在某一个社会特殊人物身
上、靠着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而持续不断出现、对于社会中所有其他人的支配力，以及伴随
着这个富有魅力之人的生命终结、失去魅力或者为后继者所取代而出现的卡里斯玛权威的
支配力的丧失，另外还有随之而来的一种社会秩序的崩解以及文化价值的衰落。
甚至我们将此看成是一种超越于韦伯所说的传统、法理以及卡里斯玛权威的第四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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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我们不妨称之为是一种竞争性权威。这种权威存在的意义就在于，面对其他的三种权威
类型，这种权威本身在一个地方性社会中的可持续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同时也会使社会的凝
聚力得到一种年度性的加强。因此，面对着今天世界世俗化倾向的传统权威失去支柱，法理
权威不可自拔地走向一种无所作为的懒惰和例行公事，卡里斯玛权威不可持久以及或早或
迟的一种不可持续的社会断裂的发生的情形，唯独此种带有特定竞争性意味的权威类型充
满了一种内在活力且可保证社会秩序的持久存在。为此我们需要去重新思考韦伯所归纳出
来的三种权威类型的完善性以及民间权威的多种存在形态，或者多元权威类型的可能性。
或许此图可以为我们清楚
等级权威+
地描绘出一种基于秩序与等级
关系的权威类型及其相互转化
的诸种可能性的存在。这显然是
无序在两种要素交互发挥作用下所
（个人欲望）
产生的一种差异性的权威空间，

这两个要素构成了两种不同的
维度，一种维度便是在有序与无

等级性
卡里斯玛权威

平等性
造反
狂欢、

等级性
传统、
法理权威

有序+
（社会规则）

平等性
竞争性权威

仪式平权-

序之间作一种水平式的延展，而
基于秩序与等级关系的权威类型
另一种则是在等级与平权之间
去作一种垂直性的延展。水平轴这里正向的有序意味着一种社会规则的存在，而负向的无序
则代表着一种基于个人欲望的无限度的追求和表达。可以肯定地说，竞争性权威是建立在一
种有序的维度之上的，但它不同于具有静态特质的传统或者法理权威的那种人为制造出的
一种等级性权威的存在形态。甚至可以说，恰恰是基于平权或平等主张的程序化的仪式，却
无形之中强化了一种带有竞争性的权威模式，即这里隐含着自我否定的逻辑。而韦伯意义上
的卡里斯玛权威则同样属于基于社会等级的对于个人无限度欲望表达的社会性的认可和接
受，使其具有了一种社会认可的合法性的存在。当然，在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氛围中，权威
丧失殆尽，它只体现在基于彻底平权的仪式性狂欢之中，借此而对于日常等级的生活秩序构
成了颠覆。它是一种造反文化的根源或基础，却难于构造出一种真正的社会秩序来，也并非
属于权威存在的合理化形态，它的最为接近于它的秩序建构的转化形式便是仪式性竞争的
权威类型。显然，这种结构化的权威与秩序的关系相互之间并非是固定化的，彼此之间的相
互转化成为一种常态，它不仅在社会样貌上体现出来一种权威存在的多元化形态，同时这种
基于不同权威类型的相互转化也真正保证了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社会秩序内涵的重新
调整，更为重要的便是一种社会秩序形式的自我延续和更新创造。
换言之，如果等级是社会的一种常态，那平权就成了一种对于这种等级的否定或者制
约；同样，如果秩序变得僵化，仪式性狂欢所造就出来的无序便是对于这种僵化秩序的最大
冲破。社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正负两向的推拉作用之下而保持平衡的，即一种时间延展意义上
的平衡，但它并不排斥短时间内不平衡状态的存在，而这种不平衡恰恰可能是从一种权威的
支配向另外一种权威的支配转化的中间期。因此，在我们试图努力去寻求一种法理型权威
时，一种缺乏动力基础的社会运行的模式化、常规化以及例行化的生活便成为一种现实，但
它自身无疑内置了自我否定的种子，借助仪式性竞争的权威构建，一种有序的日常生活会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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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性地转变成为仪式生活期间的一种无序的非常生活，这里可能会隐含着诸多的不确定性，
从意识形态到实践表达，情形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社会之中的全部权威支配彼此之间带有
某种竞争性关系，因此也很难再有一种等级性的或者差序性的结构关系，它转而变成一种无
序状态。而在此种无序状态达至顶点之时，人们对于秩序的渴望也同样达至顶点，此时的权
威往往不可能由一种法理型的规则所能真正赋予，人们所需要的，或者易于去追溯的，乃是
有着独特魅力的甚至瞬间呈现出来的卡里斯玛的权威类型，它会使社会的混乱归于平静，由
此而创生出某种新秩序。此时的法理型权威借助于卡里斯玛例行化的必然倾向而成就了其
自身，使社会有了真正稳固的秩序，但它自身的动力基础的薄弱又终究需要通过某种仪式性
契机的竞争性力量去加以重新激发和引导，这些便构成了一种多种权威存在于一个民间社
会之中并且可以相互转换形态的循环圈。而在此意义上，社会与文化的观念从来都是辩证性
发展着的，难于真正被固化下来。
（2017 年 3 月 17 日改订于南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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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ual Competition and the Fourth Authority: Popular Authority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Public Domin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Zhao Xudong
Abstract:Max Weber defines three kinds of dominant authority: rational，
traditional，
and Charismatic.In addition to
Weber’s classification，it is necessary to mention another authority，that of the ritual competing domination，
which
was initially discovered by anthropologists from researches on the social forms of the Big Man and Potlatch. This
form of authority，
which is called based on the ritual competition，
can provid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us to rethink
about how a public order is possible. Resting on the logic of negation，
this authority not only results in social order
but also ensure its continu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popular authority；domination；
ritual competition

Criticism and Development Of Classical Folkloristics
Dong Xiaoping
Abstract:During the 20th century，the classical folkloriestics，based mainly on the studies of native folk texts and
focused o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ttitudes and methods，
has achieved great progress，
which has been confirmed as
well as criticized and develope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rising of retrospective methodology，still focused
on the native folkforistics，is requested to respect the cultural diversity，
to develop the cultural studies，
the ideo－
logical dialogue studies and the holistic social studie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s. This
opens up a new approach in the field of folkloristic narratology，
folkloristic theories of genre and the axiology of
folklore culture. All these，including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retrospective methodology，
need to be concerned be－
cause it can provide th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lkloristics.
Key words:classical folkloristics；
retrospective methodology；
social research；
cultural study；
ideological dialogue
study（see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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