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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势能的角度提出一种理解政治权力的理论图式 , 权力的涵括范围和价值位阶是衡量权力

关系的两大基本变量。在政治仪式中 ,权力的涵括范围主要指仪式的类型 、政治背景和政治空间 、参与者以及

规模等方面的差别;权力的价值位阶则主要取决于仪式主导者所处地位的绝对高度。这两种变量不仅是政治

仪式中评估权力关系的关键指标 ,同时在实践中 ,政治仪式通过调控两种变量实现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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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社会中 ,政治仪式一直扮演着极为重

要的角色 ,如帝王将相的加冕进爵 、军事力量的耀

武扬威或革命群众的游行集会等等 。这些政治仪

式无一例外都将处理政治权力关系置于核心地

位。大卫·康纳汀(David Cannadine)直言以陈:“仪

式并非权力的面具 ,它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①循

此思路 ,可将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视作开启

政治仪式之门的金钥匙。艾特蒙德·利奇(Ed-

mund Leach)曾指出 ,现实生活中的仪式和权力相

辅相成 、同样“真实” 。②两者绞成一股绳索 ,共同

承担着一个象征世界的所有重量 ,包括神圣与世

俗 、价值与行动 、政治与非政治以及思维与实在 。

正如爱弥儿·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言:“如果

想要了解一棵树的价值 ,就不能去看它的根 ,而要

看它结出的果实。”③权力既是政治仪式的根 ,也

是政治仪式的果 ———它是一种块茎类植物。

　　一 、政治关系中的权力序列

权力是一个引发了无穷争论的概念 ,来自不

同层面 、不同角度以及不断修补后的定义日趋臃

肿 ,对理论分析和应用分析造成了重重困阻。几

乎每种明确的“权力是什么”的论说都会在政治生

活实践中遭受质疑 ,权力的范畴是如此广泛和富

有渗透性 ,以至于它能够如水银泻地般流淌并穿

过所有政治生活的表象 。所有受到特别关注的权

力定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对具体的权力作用及

其效果的描述 ,如权力被认为是一种支配力 、强制

力或影响力(此外还有威慑力 、规范力等等)。这

种从复杂的政治生活实践中抽离出的权力定义无

法回避一个更加深入的问题:权力所呈现出的各

种性质的“力” ,在本质上究竟是什么“力” ?

在词源上 ,权力与能力之间的联系最为久远

和紧密。权力(power)经由法语“pouvoir”而来 ,源

自拉丁语“ potestas”或“potentia” ,本意即为“能力

(ability)” ,虽然这种理解在不同维度中经历了多

种变化 ,但其原意仍鲜活地存在于现代语言中 。④

例如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宽泛地将

权力视作“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各个单位履

行具有约束力的义务的普遍化能力”⑤;汉娜·阿

伦特(Hannah Arendt)则限定了能力的使用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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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权力“所对应的人类能力不仅仅是行动的能

力 ,而且是共同行动的能力”⑥。史蒂文·卢克斯

(Steven Lukes)恰当地总结道:“权力是一种能力 ,

而不是那种能力的运用。”⑦这种理解角度的优点

在于 ,它将“能力”当作权力的本质特性 ,由此 ,在

政治生活中与权力相关的一些易于观察的直接行

为 ,以及更多的极其复杂的间接行为 ,都能够被纳

入权力范畴中。

从能力角度理解权力 ,虽然能够将政治生活

中无数曲直不一的权力类型涵括进来 ,并还原其

本源性意义 ,但只是理解了权力之“力” ,而权力之

“权”被搁置一旁 。权力作为一种能力“因何而

能” ? 或者说 , “权是何物” ? 如果说因支配 、强制

或影响而“能” ,那就犯了简单的逻辑错误 ,因为这

些都是能力的展现方式或运用方式 ,而不是能力

的来源 。当然 ,在对因何而能够支配 、强制或影响

的研究中 ,都部分地涉及到了权力或能力的来源 。

韦伯(Max Webber)有关权威的经典解释实际上是

对这一问题的间接回答:无论是个人魅力 、传统还

是法律制度 ,都服务于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⑧ 。

政治资源说完善了这一理论 ,尤以罗伯特·达尔

(Robert Dahl)的理解最为广泛:“政治资源包括金

钱 、信息 、食物 、武力威胁 、职业 、友谊 、社会地位 、

立法权 、投票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东西” ,是“用于

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⑨因此 ,对政治资源的运

用从实践上决定了权力的归属 ,或者说决定了社

会生活中的各种权力关系。⑩不过 , 埃米·艾伦

(Amy Allen)不无正确地指出 ,尽管“运用权力的能

力可能会由于拥有某种重要的资源(金钱 、自尊 、

武器 、教育 、政治影响力 、体力 、社会权威等等)而

增加 ,但是 ,这种能力不应当与那些资源本身混为

一谈 。” 11这种区分意味着资源不属于“力”的范

畴 ,而是属于“权”的范畴 。

在我们看来 ,权力是一个组合式概念 。在其

英译中难以理解这种组合 ,它所提供的是一个历

时性的解决方案 ,即由词源出发考察其变革情况 。

如此 ,作为源头的“能力”就不可避免地占据绝对

的优势地位 。相较之下 ,权力作为一个由两个字

组成的中文词汇 ,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概念

诠释的“历史决定论” ,从共时性的角度予以理解 ,

即“权力”不是一个历史上归属西方的“词汇” ,而

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经验和现象。简而言

之 ,权力就是有“权”做某事的“能力” 。在此意义

上 ,权力更适宜的中文表达是权能。“权”是“权

力”的内在动力 , “力”是“权力”的外在表现 。“权”

承担着供应商的角色 ,它提供权力赖以存在的所

有具体和抽象的基础;“力”承担着销售商的角色 ,

它作为权力的形象大使 、代言人和委托代理人与

外界发生联系;最后 ,销售的获利便是权威(合法

性)。

供应商究竟供应什么令销售商能够销售出去

并且获利 ?权力的生产和销售过程意味着权力并

不是静止之物 ,它“流动”在政治生活中 ,表现为各

种权力关系或政治关系的维系和变动 。从动力学

角度来理解这一过程: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种种差

异 ,这些差异产生的压力使得权力如同一条流淌

着的河流而不是静止的池塘。在卢梭所言的“人

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 , “不平等”意味着差异

的存在 ,并且这种差异对人类生活产生了至为深

远的决定性影响。我们使用“势差”概念来描述这

种差异:势差是人类政治生活实践中的普遍存在 ,

它在最深层面上决定了“权”的高低和“力”的强

弱。“一个群体内部的任何差异性功能都与权力

上的差别息息相关 。” 12无论是支配力 、强制力还

是影响力 ,最为关键和根本的测度指标就是存在

于其中的势差 ———它从差异性的角度上表达了政

治生活中权力关系的本质性建构 。

物理学意义上的势差指的是相互作用的事物

之间存在的位置上的落差 13;而势能的计算除势

差因素外还与事物的质量有关。因此 ,我们在使

用势差来比喻权力关系时有所微调 ,将事物之间

的落差和事物本身的质量之差都视作势差的组成

部分 。于是 ,势差之“差”被理解为“差异” ,包含了

差别和差距两种各有所指的部分 。“差别”即不

同 ,它强调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的区别。差

别的确立和维持表现为一种“蓄势”状态 ,它决定

着权力关系的范围 ———范围越大 ,所包含的权力

“质量”也就越大。“差距”即不等 ,它强调对政治

生活中各关系方的等级划分 。差距决定了权力关

系的疏密 ,对应的是势能中的落差 ,差距越大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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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用公式简单表示为:势能(Ep权力的大小/

强弱)=差别(S 权力的涵括范围)·差距(H 权力

的价值位阶),参见图 1。 14在政治仪式的权力分析

中 ,虽然差别和差距都意味着比较的存在 ,但差别

主要存在于不同仪式之间的比较 ,而差距主要存

在于仪式内部的各种相关元素的比较。

图 1　权力势能示意图

在差别层面 ,政治主体的数量多寡显示出政

治生活的涵括范围。不同政治主体组成权力关系

的基本网络 ,随着有差别的政治主体的增多 ,权力

之网的外延随之扩大 ,编织的精细程度同时加深 ,

也就意味着对权力的辨识和控制越发复杂和困

难。因此 ,在差别社会的政治生活中 ,参与某一事

件的政治主体的数量与该事件的政治影响力成正

比 ,而在该事件中处于核心位置的个人或群体也

就相应地具有更大的权力 。

在差距层面 ,不仅包括政治主体在权力关系

中位置高低的差距 ,也包括各种政治事物在政治

价值中“位阶”高低的差距 。前者主要体现为地位

的高低以及与之相应的所占据物质资源的多少 。

例如领袖与群众 、将军与士兵或者地主与佃农在

政治生活中被划分到各种等级结构中 ,并且在社

会的政治资源分配中获得了不同的份额 。后者主

要体现为道德和名望等价值层面中的不等 ,往往

与政治实践中的最高位阶的价值相联系 。

权力的势能公式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理解图

式 ,在政治实践中予以检验时 ,只有当输入输出条

件完全匹配才能得到公式中的结果 。但这并不意

味着它毫无意义 ,和所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公式一

样 ,它为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政治生活 、至少在此

处为我们观察政治仪式内在的权力生产和再生产

提供了便捷的路径 ,或者说 ,它提供了一种能够令

我们的理解更加“平滑化”的思维模型 。

　　二 、政治仪式中的权力设置

1.涵括范围

权力之河贯穿于人类政治生活中 ,政治仪式

如同一座水电站 ,只是截流了其中的一小段 ,在可

控范围内通过各种策略影响权力的流淌。根据势

能公式 ,这座水电站蓄水所形成的湖泊便是 S(权

力的涵括范围),蓄水位的高度是 H(权力的价值

位阶)。既然 S所指的差别主要是仪式之间的区

别 ,因此应该对各种具体的政治仪式进行比较 ,以

确定其中所存在的众多不同具有何种政治意义 ,

或与政治权力产生何种关联 。这些不同主要存在

于四个方面:属于不同的仪式类型 、具有不同的政

治背景和政治空间 、拥有不同的参与者或展现为

不同的规模。从权力生产的角度出发 ,涵括范围

有所不同的政治仪式意味着具有不同的生产能

力。

首先来看类型差别 。以丧葬仪式为例 ,普通

人的葬礼作为一种私人领域的生活内容 ,在类型

上属于人生仪式的范畴 。但如果死者是个教徒 ,

那么这种葬礼的类型就有了新的特征 ,可以划入

宗教仪式的范畴 ,其中反映着神圣与世俗的关系。

即便葬礼被视作一种“旧文化传统” ,在特定情境

下也会出现新的关系 ,比如在中国建国后的葬礼

改革中 ,任何一场民间葬礼都面临意识形态的选

择 ,反映了政府与民间在传统文化理解上的紧张

关系 。 15这样 ,同一种仪式在具体类型上就发生了

变异:首先是不具有什么政治性的人生仪式(或许

唯一的政治性在于通过葬礼的完成彻底消解了其

政治身份);其次是具有了宗教性质的神圣仪式

(宗教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这些仪式很容

易进入公共政治生活);最后是政治意味浓厚的政

治仪式(在世俗生活中表现出不同政治价值的角

力)。

再来看不同的政治仪式在政治背景和政治空

间上的差别。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讲述过发生

在爪哇的一个普通孩子的葬礼:死者寄养在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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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戚家中 ,他的父母住在城中不能及时赶来 ,当

时城郊和城中由两种不同的政治派别所控制 。于

是 ,原本是一场普通宗教仪式的葬礼演变为两种

势力的冲突场所 ,最终“成为政治问题” ,在混乱的

葬礼中 ,参与者“不能确定他们究竟是来参加宗教

事务 ,还是参与争夺权力的世俗斗争” 16。与之相

似的是科泽(David Kertzer)提到的一场普通人的

葬礼:在意大利波洛尼亚市 ,一对母子都是共产党

员 ,母亲去世后其子与教区牧师商量为她在教堂

举办一场宗教葬礼。地区的共产党领导人虽然站

在由牧师带领的送葬队伍中 ,但在做弥撒时却站

在教堂外等待仪式结束。 17两者相比 ,看似葬礼的

性质乃至潜在的冲突方都很近似 ,或者说在类型

意义上基本一致 ,其实在政治背景和政治空间上

差别很大。前者表现的是城郊 —城中两种空间不

同政治势力的紧张 ,后者表现的是同一空间中宗

教传统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前者的冲

突强度更大 ,使葬礼的空间成为冲突所在地 。后

者的冲突更为隐蔽 ,葬礼空间被分割为神圣和世

俗两块 ,而政治并没有介入宗教空间:共产党的领

导人既没有阻止葬礼 ,也没有主导葬礼 ,只是以

“站在教堂外”的方式表达了政治立场。集中到 S

的测度上 ,前者的范围更大 ,不仅侵占了葬礼内外

的神圣 —世俗空间 ,而且包括了不同地域的政治

空间 ,并通过混淆参与者判断力的方式渗透进政

治主体的思维空间。相比之下 ,后者的范围较小 ,

共产党作为其中最为显在的政治权力一直将其范

围局限在宗教之外的世俗空间中 ,并恪守着非常

温和的表达方式 。

第三 ,不同政治仪式中参与者的差别比较容

易观察 ,以其为指标能够较好地判定其中 S 的大

小。前述两个葬礼中的死者都是普通人 ,他们的

葬礼都是间接地介入政治生活 ,需要依靠外在的

力量来赋予其政治意义。政治领袖的葬礼则直接

由于死者的特殊身份使仪式具有了政治意义 。这

种葬礼不仅不能被看作普通的人生仪式 ,也不能

被当作普通的政治事件 ,而是发挥着巨大作用的

政治仪式 ,因为它能够对政治权力的变革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 。图玛金(Nina Tumarkin)在对列宁葬

礼的分析中指出:“对于从其领导者身上获得合法

性的政权而言 ,领导者之死是个危险的不稳定因

素。然而 ,如果该领导者成为基于对其不朽权力

的崇拜之对象 ,那么这种崇拜就是极具稳定性的

力量 。” 18与之相似 ,国民党依靠主持操办孙中山

的葬礼 ,将党派的“组织性权力”通过葬礼这一“文

化形态”展示出来 ,并且凭借孙中山作为卓越政治

领袖的个人影响力 ,使得国民党的政治权力“具有

更加强大的渗透 、震慑和征服效果” 。 19

最后一种差别即政治仪式在规模上的差别 ,

它几乎就是 S之差别的最为直观的反映 。例如 ,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列宁或孙中山的葬礼与一个地

方政治人物的葬礼 ,在规模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它们所显示出的政治权力的涵括范围当然也大有

区别 ,前者是全国性的 ,甚至是超越国家的 ,后者

与之相比在影响范围上则小得多 。

以上我们讨论了一些影响政治仪式中权力涵

括范围的次变量 ,如类型 、政治背景 、政治空间 、参

与者和规模等。无论是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 ,还

是在对政治仪式的理论分析中 ,这些次变量往往

一起发挥作用 ,用一个简单公式来表达就是:S=f

(类型 ,政治背景 ,政治空间 ,参与者 ,规模……)。

正如水电站的蓄水面积是决定水电站所拥有水能

总量的基本指标之一 ,政治仪式的权力涵括范围

也是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权力总量的基本指标。

2.价值位阶

计算政治仪式中价值位阶间的差距并不是简

单地用最高价值位阶减去最低价值位阶。政治权

力的大小或强弱不是一种运算中的“差” ,而是取

决于最高价值位阶自身的“绝对高度” 20 。最高的

价值位阶像是高度计中指针所指的最高值 ,它决

定着高度计的适用范围 。

几乎所有等级社会中的价值位阶都围绕地位

建立价值序列 。政治仪式中的差距便是政治生活

中权力序列的反映 。政治权力的体现和运用 ,或

有关各种政治资源的获取 、分配和争夺 ,皆发轫于

此。例如在“通过仪式”中 , “每一个社会职位都至

少有一些神圣之处 。但是这种`神圣' 的成分是任

职者在通过仪式上获得的 ,在仪式上 ,他们的地位

得到了改变” 21 。不惟“通过仪式”如此 ,仪式在普

遍的意义上都表现出地位之展示 、构建 、维持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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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22政治仪式中的地位主要是政治地位或者其

他能够对政治地位产生显著影响的地位体系 ,比

如神圣地位和经济地位等 。这些地位体系中的权

力序列唯最高者马首是瞻 ,从属者的低阶价值是

则“权力所导致的结果” 23 。就此而言 ,权力是产

生地位认知的根本原因 ,地位作为权力的终端显

现为权力序列。

从地位角度分析权力关系具有一种“天然的”

优越性 。在一般情形下 , “虽然一个人的权力关系

是一系列选择的产物 ,但每一个个体的社会地位

的某些方面是与生俱来的和根据居住地区而固定

了的” 24 。另一种优越性在于地位所承负的权力

因素或权力资源的多样性和复合性 。包罗万千的

地位是权力象征的首选代言人 ,它的实践意义与

权力的抽象意义之间的吻合度较高 。比如在印度

种姓制度和巴厘头衔制度中 , “头衔体系中暗含的

声望成分应该反映在社会财富 、权力及道德声望

的实际分布中 ,而且实际上应完全与之一致” 25 。

也就是说 ,权力 、财产 、声望和头衔在实际中具有

高度的一致性 ,这些名词在很多社会形态中都与

地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26这种“一致性”能够

表明权力关系中的地位是一种具有复合性的多元

价值系统。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分析

斯瓦特巴坦人的圣徒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时肯定

了这种观点 ,他认为圣徒“拥有较高的地位等级”

是因为“他们继承了神性 ,熟悉法律和道德方面的

知识” 27 ,再加上“他们对土地的控制”一起构筑了

他们的“政治势力和权威” 28 。所以 ,来自于神圣

因素的名望或声望 、作为文化资本的“传统” ,作为

经济资本的“土地” ,都集中在“地位”之中 ,并且由

此产出“权力”。

地位与权力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使得仪式把建

构和维持地位当作展现权力价值位阶的重要方

式 ,这些仪式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处理政治关系 。

政治仪式作为一种权力高度计在其刻度表中显示

出来自不同位阶的权力标高 。一方面 ,它显现出

“国家或各种政治组织中领袖的权威” ,标示出了

高阶刻度;另一方面 , “也使得国家内部势力能对

体现其政治重要性的地位的提出要求” ,这意味着

它能够标示出其他位阶的刻度 。 29在绝大多数政

治生活系统中 ,这些被标示出来的刻度都能够对

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来自于不同地位的政治

主体也会根据这些刻度选择行动策略。例如在

15世纪的东南亚 ,婆罗门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作用 ,经常“运用它们的仪式权力 ,将地方

酋长纳入统治种姓或说是刹帝利种姓当中 。通过

赐予这些仪式权力 ,他们最终创造出一个政治基

础” 30。这一案例同时还说明了在政治仪式中 ,权

力的价值位阶不仅是由高阶政治主体充当刻度峰

值 ,而且它们还具有分配其他价值位阶的能力(制

定刻度标准),从而对整个权力高度计的刻度设计

具有统摄性的话语权。

　　三 、权力涵括范围和价值位阶的调控

以上对权力势差的分析大致属静态研究。这

种研究主要通过比较不同政治仪式中的各种范围

指标来呈现差别 ,而没有考察在同一政治仪式中

这些指标如何发生变动的问题;同时 ,在对权力价

值位阶的分析中 ,虽然对同一政治仪式的价值位

阶 、尤其是地位的变化作了说明 ,但暂时搁置了仪

式与权力价值位阶之间的联动性 。这样做的主要

原因在于 ,了解权力如何以相对静止的方式存在

于仪式之中 ,以及如何构成把握权力在政治仪式

中的动态呈现的前提条件。但在具体实践中 ,权

力变动是种常态。不同政治仪式在权力的涵括范

围上存在一定的差别 ,同一个政治仪式中的权力

涵括范围也会发生变化 。这种变动并不是总会发

生 ,有些政治仪式具有相对固定的结构和稳定的

状态 ,在权力的涵括范围上也甚少出现明显调整。

此外 ,在涵括范围的各种变量的变动中 ,也并非所

有的变量总是一同调整 ,要视具体情形而定。不

管是何种理由 ,都与河流的守护者或治理者在内

外各种力量的影响下所采取的措施有关。

仪式类型的变化主要有两种 ,一是在历史意

义上表现为仪式的不断变革 ,二是仪式在操演过

程中会发生类型上的变化 ,在此仅关注第二种变

化。类型的转变意味着仪式诉求的重点发生了位

移 ,它所对应的并不必然是权力之河在不同层面

上的停顿造成的水流汇聚 ,更像是权力之流制造

出的河湾 ,其形成原因可能来自于外界(如地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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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如流沙淤积)。不管是何

种理由 ,都与河流受内外各种力量的影响而所采

取的措施有关。

科泽曾讲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案例。在

1934年的意大利 ,一个 30岁的贫穷母亲在临死前

高呼纳粹口号 、行纳粹礼 。她只是一个普通大众 ,

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信仰 ,也不属于任何政治党

派 ,她遗留在人世间的唯有三个年幼的孩子 。科

泽认为与其说她被法西斯主义的热情所感动 ,不

如说是为了让三个孩子在她死后能够得到纳粹政

府的抚养 。 31年轻母亲临终前所行的纳粹礼 ,作为

一种最为简单和微观的政治仪式 ,是当时意大利

纳粹政府所控制的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 ,它

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及其力量对人之“从出生到死

亡”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确如科泽所言 ,年轻母

亲选择一个纯政治仪式的纳粹礼而不是通常基督

徒的宗教仪式 ,在直接效果上是出于现实主义目

的 ,但他忽略了更为深层次的含义。这种类型变

换还能够反映出普通个体对政治权力之强弱的认

识和接受。年轻母亲的选择表明纳粹政府在日常

生活中具有高度统治力 ,在当时也获得了普通民

众的信任:它得到了托付生命的信赖 。换而言之 ,

在这种类型变换中 ,政治权力的强弱与效果都被

直观地呈现出来 ,年轻母亲的选择揭示出宏大的

权力之河化为涓涓细流 ,有力地冲击着个体的全

部政治生活。

这一案例只是最为简单的仪式类型转换 ,但

不管是多么复杂的类型转换 ,都能够从类型的变

化中探寻相似的意义 。类型的跳跃如同能量层级

的变化 ,它不仅表明仪式中的各种事物都被抽象

地带入另一种范畴中 ,也表明其中的政治权力已

经在悄然发挥影响。当然 ,这种转换要求观察者

进入完全不同的新环境 ,否则就无法对经过类型

转换的政治仪式进行正确的反思 。同时 ,在仪式

类型的转换中 ,通常也伴随着政治背景 、政治空

间 、参与者和规模等方面一种或多种变量的变化。

政治仪式的权力涵括范围所发生的变化往往

是多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它们之间具有紧密

的关联性 ,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 。进而 ,

这些变量为何以及如何发生变化 ?我们认为 ,政

治仪式中权力涵括范围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意味

着权力能量和权力运作方式的改变 ,因此 ,政治仪

式至少在工具意义和目的意义上成为参与权力争

夺各方的觊觎之物。就政治权力的涵括范围而

言 ,整个政治仪式的利用过程便是对决定范围各

变量的调控 ,而政治权力的存在 、维持和冲突就显

现于其中 。

与权力涵括范围一样 ,权力价值位阶也存在

着调控的问题 。政治仪式内在的价值位阶变化与

政治仪式对价值位阶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一同构成

了价值位阶变化的内外两个维度 。以政治权力为

对象 ,变化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是正向的建构 、维

持和增强等 ,二是反向的破坏 、降低和颠覆等 ,参

见图 2。无论是哪一个方向 ,都不可避免地表现

为政治权力的争夺 。限于篇幅 ,我们在此处只分

析外在维度的反向象限 ,即政治仪式作为一种反

向的调控方式如何发挥作用 ,并将地位视作价值

位阶的主要指标。
图 2　政治价值位阶变化的权力作用图

正向

内
在
维
度

政治仪式内在的价值位

阶变化

※对权力的建构 、维持和
增强

政治仪式影响下的价值

位阶变化

※对权力的建构 、维持和
增强

政治仪式内在的价值位

阶变化

※对权力的破坏 、降低和
颠覆

政治仪式影响下的价值

位阶变化

※对权力的破坏 、降低和
颠覆

外
在
维
度

反向

　　不同地位的行为者都能够利用政治仪式充当

争夺地位的方式 ,如“政治经济的发展给低级群体

带来了向上流动的可能 ,争取更高地位和更多权

利的方式有时通过仪式表现出来 ,而旧有的高等

阶层为维护其利益则也常常使用在仪式上的优越

性加以反击和遏制” 32 。“低级群体”往往在维度

的反向象限中举行政治仪式 ,因为他们并不具有

“仪式上的优越性” ,所以要依靠政治仪式来否定

处于高阶地位的权力 ,价值便是主攻的方向 。

福柯的《规训与惩罚》开篇讲述了一个骇人听

闻的公共行刑仪式 ,被处死者是一个妄图弑君

者。 33公共行刑仪式在古代专制政体中是一种常

见的政治仪式 ,对于身居价值位阶高处的仪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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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人来说 ,这一仪式对其权力稳固具有正向作用 。

但这种行刑仪式也发生过逆转 ,英国国王查理一

世1649年被送上断头台 ,成为一场浩大的公共行

刑仪式的主角。“当查理一世被斩首时 ,搁放脖子

的木台仅有十英寸高 ,而不是传统的两英尺 。这

意味着他不能跪着被行刑 ,而是被迫脸朝下匍匐 ,

这是一种被他的行刑人视作更加耻辱的方式。” 34

这在当时是一场最具震撼力的政治仪式 ,它直观

地反映出不同政治主体在政治地位上的转换 ,原

本站在政治地位顶峰的国王如今伏倒在大众面

前。在这场影响巨大的政治仪式中 ,改变的不是

断头台的高度 ,而是政治权力的价值位阶的高度 ,

砍去的并不是国王的头 ,而是国王代表的君主制

度以及价值体系 。与之相似的是在法国大革命

中 , “审判和处死路易的要旨体现在公开的仪式

上;通过否定国王地位 ,让他的公共身份死亡……

革命者需要找到某种仪式过程 ,借以明确驳斥国

王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他们所驳斥的不仅仅是

一种制度 , 而且是使该制度合法化的政治神

学” 35。这种政治仪式如同一场“地位的血的洗

礼” 36 ,政治权力的价值位阶通过国王之死发生重

大转向 ,即便是权力的更迭并没有完全转交 ,但价

值位阶的高度急遽下降。这种下降反映出政治权

力的结构变动 ,也对政治权力的状态产生了持久

影响 。

在政治生活中 ,充当“价值断头术” 37的政治

仪式屡见不鲜 。由于价值位阶具有相对性 ,因此

政治权力的流动方向和力度都会随之发生调整 。

就处死国王的仪式来说 ,国王和大众作为价值位

阶两端的政治主体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颠倒 ,从

国王手中流淌出的 、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结构 ,变

成了政治权力源自人民之手的自下而上的权力结

构。同时 ,政治生活主角的变化也导致整个政治

舞台的情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民的权力

从一道微不足道的溪流演变为波涛汹涌的大河 。

这种变化是无数革命仪式一再操演的主题 。当

然 ,调控权力价值位阶的政治仪式并不总是如此

激烈 ,事实上在很多政治仪式中 ,争夺往往是潜在

的和漫不经心的 ,政治权力的流淌也如地底的暗

河不动声色地改变着地质结构 。

结　语

虽然政治仪式是一种与日常政治生活有着明

显区别的实践活动 ,但它并未与政治社会绝缘 ,而

是作为特殊的行动系统和意义系统参与政治。权

力无疑是分析政治生活的最具典型性和基础性的

元素 ,在权力的理解上 ,本文尝试围绕势能这一物

理学概念 ,设定涵括范围和价值位阶为衡量权力

关系的两大基本指标 ,各自包括若干次变量。政

治仪式处理权力关系不仅着眼于这两项指标 ,而

且政治仪式常常通过调控两项指标实现政治权力

的生产和再生产 。具体地说 ,当我们观察到某种

政治仪式的类型 、政治背景和政治空间 、参与者 、

规模或主导者的地位等方面发生变化时 ,即可设

问该仪式中的政治权力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 ,以

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答案大多藏于对各种次变

量历时性或共时性变动的比较中。最为重要的

是 ,分析政治仪式的权力结构及其动态变化 ,也对

观察和评估政治仪式所依存的政治社会的发展状

态有着积极作用。毕竟 ,任何政治仪式都在现实层

面上与其政治生态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映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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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Structure in Political Rituals and Its Dynamic Analysis

Wang Haizhou

Abstract:This paper suggests a theory schema to comprehand political power from the angle of po-

tential energy that the inclusion scope and the value rank of power are two fundamantal variables to mea-

sure power relations.In political rituals , the inclusion scope of power mostly involves many defference

such as type , political background , political space , participants and scale of rituals.The value rank of

power mostly rest with the absolute altitude of the leaders in rituals.The two variables are the key indica-

tors for evaluating power relations in political rituals , and at the same time , political rituals realize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power by adjus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two variables in practice.

Key words:political ritual;power;potential energy;inclusion scope;value 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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