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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政治象征作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其复兴在近 30 年中可谓

缓滞。在当前政治理论和实践皆已巨变的背景下铺设一条象征政治学的新理路，需要

对政治象征的学术史作重新梳理和反思。人类学通过分析象征在社会结构和政治过程

中的具体作用，逐渐将权力当作政治象征研究的主要方向; 早期政治科学的奠基者基于

对政治象征与性情和情境这两类因素之间关系的界定，为政治象征研究筑造了相对独

立的心理学基础; 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时期的研究者则以行政系统中的象征作用和象征

意义的生成模式为重点，初步构建起体系性的政治象征分析框架。基于这些文献梳理

工作，本文构建了一条象征政治学理路，以为拓展和深化政治实践范畴中的国家建设、
政府治理和政治文化等核心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政治象征; 符号; 象征政治学; 行为主义; 新制度主义

一、引言

政治象征研究曾在主流政治学中获得过重点关注。在 20 世纪早期政治科学初创之际，格雷

厄姆·沃拉斯( Graham Wallas) 、查尔斯·梅里亚姆( Charles E. Merriam) 和沃尔特·李普曼

( Walter Lippmann) 等众多重要的奠基者无不关心政治生活中的象征现象。二战之后行为主义

大行其道时，其灵魂人物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 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不断完善对政

治象征的分析。当詹姆斯·马奇( James March) 和约翰·奥尔森( Johan Olsen) 于 1984 年擎起新

制度主义政治学大旗时，他们不仅认为这个新兴的学派应该“强调象征行动和意义系统的中心

地位”，甚至把“象征秩序”列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主攻的六大方向之一①。不过，三十余年来，主

流政治学在此项工作上进展乏力，系统性的反思更是付诸阙如。
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马奇和奥尔森等人判断有误，也不意味着政治象征已被历史地证明

不具备一种“主角相”。政治象征“未受待见”的境况另有原因。一是方法论上的冲突: 美国科

学实证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统治地位，象征研究由于极难使用定量分析方法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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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①。二是研究内容的局限性: 从事象征研究的主要学者几乎都认为“传播在政治中占据核

心位置”②，从而导致他们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政治传播学范畴中，即便是其研究理

路较具体系性，也未能构建起适用于整个政治生活的研究范式。一言以蔽之，政治象征研究遭遇

窘境是因为它生不逢时。
现在我们似乎看到了政治象征研究复兴的契机。首先，在现代政治世界中，政治象征并没有

被当作传统的孑遗而被抛弃，相反，政治生活本身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也出现了比

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都更为丰富的政治象征现象，它们吁求得到更为准确和系统性的阐释。其

次，心理学和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手段的创新，为对政治象征现象的观察和评估提供了日益科学的

分析工具。最后，学界对跨学科研究的欢迎，更为政治学领域中的政治象征研究提供了优越的环

境和强大的动力。复兴政治象征研究显然是一个极为宏大和复杂的问题。本文无意也无法在有

限的篇幅中构建出象征政治学的完整学科范式，而是主要着墨于重新梳理政治人类学和政治学

领域中的一些殊为重要的相关文献，并基于对这些文献的反思，试图对象征政治学理路的铺设提

出一些基础性的设想。

二、通往权力之路: 人类学中的政治象征研究

虽然在人类学初创时，“象征”便成为一个核心概念，但基于政治情境的对“象征”的讨论极

为罕见，因为早期人类学家的主要观察对象在严格意义上是各种无国家的、弱政治性的初民社

会。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一些具有政治意味的象征现象，他们的这些发现有时会点燃后世

学者的思想火花。如人类学泰斗爱德华·泰勒( Edward Tylor) 在文化人类学开山之作《原始文

化》中发现了政治实体通过象征手段被拟人化的现象③，后来在国家学说和国际关系研究中，这

一发现得到了充分的阐发。詹姆斯·弗雷泽( James Frazer) 在盛名逾百年的巨著《金枝》中指出

了集神职与王权于一身的皇帝或祭司具有的“神性”是一种自然法的象征④，这一观点为后来专

注于合法性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知识基础。
爱弥儿·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是早期人类学家中在政治象征研究方面影响力最大的学

者，他将“神性”的来源理解为一种“宗教力”，认为这种力主要存储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神圣象

征物( 如图腾) 之中。他认为，宗教力是道德力量和物质力量的集合，统摄着精神世界和现实世

界⑤。涂尔干并非拘泥于严格的宗教现象，他关注的是社会以及作为社会“最高形式”的国家⑥。
也就是说，一些重要的象征或象征体系( 如仪式) 不仅对社会和国家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而且还维系着它们的持存。这一观点得到了新涂尔干主义学者的深入阐发，其中不乏与政治生

活相关的内容⑦。
涂尔干关于象征具有稳定和平衡社会力量的观点在二战后引发了一些质疑，尤其是一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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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杰弗里·亚历山大编:《迪尔凯姆社会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



治人类学家发现了象征还对政治制 度 或 政 治 结 构 的 变 迁 有 影 响①。维 克 多·特 纳 ( Victor
Turner) 这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人类学家直接立足于社会冲突，用“社会戏剧”的概念来描述

一种社会从出现冲突，到爆发危机，再到危机矫正，到最后实现各方重新整合或另起炉灶的过程。
他不同于以往人类学家将“象征性行为看作一种‘附带现象’”，而是“试图确立其‘本体’的地

位”②。虽然特纳自认为其理论也有助于解释政治领域中的变化问题，但他对于政治生活的关注

和分析深度远不如比他小一岁的亚伯纳·柯恩( Abner Cohen) 。
柯恩对各学科的象征研究都不满意，他认为，文化人类学家建构一套象征行为科学的意图并

不成功，因为缺乏目标、理论架构和发展蓝图; 结构人类学家只是把象征当作一种逻辑推理的工

具，无法解释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社会学中的符号互动论者侧重于微观层面的个体互动，

忽视了整体性的社会; 政治学家们即便考虑到了社会范畴中的象征现象，也没有形成学派且不具

有体系③。柯恩解决上述问题的路径是从人的根本属性出发:“人总是象征符号的动物，人也是

政治动物。”④由此，他专注于分析社会活动中的“象征行为( the symbolic) ”和“政治行为( the
political) ”之间的关系⑤。虽然柯恩比以往所有人类学家都重视政治行为，并且将权力秩序视为

政治行为的核心，但他仅仅狭隘地将政治权力理解为基于人身束缚的控制方式。
柯恩在 1974 年提出，希望发展一门学科来专门分析现代社会的象征行为，并指出政治人类

学家应该当仁不让地承担起这一任务。柯恩成立学科的宏愿至今也未实现，但的确有政治人类

学家接受了这项挑战，大卫·科泽( David Kertzer)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与柯恩相比，科泽的研究

显得“更政治”: 第一，科泽的权力观与政治学对权力的理解接近。科泽是在更为清晰的政治背

景中理解权力，其描述的对象通常是政府、政治组织、政治精英和民众的行为。正如他所言:“权

力就体现为现实的构建”⑥，这意味着他已经关注到权力的本质是政治主体间关系的表达。第

二，科泽的象征案例大多来自近现代民族国家，而柯恩讨论的案例大量集中于部落社会，对现代

国家形态的重视和分析都很少。第三，科泽虽然也赞同柯恩的“双维度的人”的判断，但更为明

确地把象征放在一种政治过程中予以考虑:“要理解政治过程，就必须理解象征是如何进入政治

生活的，政治主体是如何有意无意地操控象征的，以及这些象征方面是如何与政治权力的物质基

础产生关联的。”⑦在他看来，以往的政治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大都只关注这个过程中的某个

方面。
作为一位先行者，科泽的分析也留有一些缺憾。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作为象征形式的政治

仪式，所以未就政治象征本身提出相对完整或系统的理论规范。但不管怎样，上文提及的科泽出

版于 1988 年的研究作品有效地勾勒出了一条通往权力之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在“重

构政治人类学”的呼声中，更多的政治人类学家将目光从无国家社会中移开，转向日常生活政治

和地方政治，尤其关注其中的权力关系，这样，象征作为政治人类学核心议题的地位得到了

保留⑧。
权力这一概念在政治人类学中的“政治化”过程，保证了政治人类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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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象征这一议题上可以进行无障碍的对话。实际上，柯恩和科泽都曾指出政治学家在象征研究

方面的可取之处。柯恩曾多次呼吁政治人类学家向政治学家学习两方面的知识，一是对国家的

研究，二是对政治文化的研究①。科泽虽然批评了政治学家们的定量偏好影响了对象征的研究，

但指出后者已认识到“认知心理学”的重要作用，而人类学家在此方面有所欠缺②。两者对于政

治文化和认知心理学的重视也从侧面证明了早期政治学家们在象征研究上对心理学理论颇为

重视。

三、政治象征研究的心理学基础: 政治科学奠基者们的理论贡献

政治学与象征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现代政治科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奠基者们大都对此议题

甚有兴趣，他们留下的相关学术资源中有着深厚的心理学背景，他们尤为关注影响政治人之存在

和行为的两大因素: 一是性情因素，即人本身的情绪和认知; 二是情境因素，即人所营造和赖以存

在的外在环境。这两种因素的划分也一直被政治心理学奉为圭臬③。本文仅重点探讨沃拉斯和

拉斯韦尔的政治象征理论，这一是因为前者最早集中关注这一主题，后者是初创时代在此主题上

的集大成者。二是因为两者借鉴了实用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派两种不同的心理学理论。三

是因为他们从不同方面阐释了两种因素和政治象征之间的关系。沃拉斯侧重于两种因素对政治

象征的影响，拉斯韦尔在数十年中不断深化其理论，首先认为政治象征对两种因素产生影响，其

次关注到政治象征影响着两种因素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发现政治象征本身有时便是两种因素的

集合。
沃拉斯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认识到性情与环境都是影响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在他看来，人

性作为性情因素具有恒定性，而情境因素具有变动性，古往今来政治社会形态的变化主要与环境

的变迁有关。环境变化导致的新因素有两大类，一是“新的思想感情习惯”，二是“新的政治实

体”④。象征主要与后者关系密切: 任何新政治实体要发挥影响首先需要人对其有所认识，而“认

识往往附属于所认识事物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就是“整个事物的象征”⑤。从沃拉斯的观点中

可以得出两点重要推论: 第一，政治生活中的主体是通过象征来认识世界的; 第二，新的象征是环

境变化的产物。前者首次在政治学范畴内肯定了人的象征属性，后者则涉及政治象征的生成动

力问题。简而言之，政治象征的内容受情境因素影响，政治象征的作用则需借助性情的力量。
虽然象征激发的联想常以缺乏逻辑的、无理性的方式发挥作用，但沃拉斯认为可以用理性推

理的方式来分析这些象征，即主要是使用定量的方法测量人性因素。由此可见，政治人类学家认

为政治学家受理性人假设影响，对无法定量化的象征现象漠不关心，实际上，这一判断并不正确。
沃拉斯指出，在此方面使用定量方法的前提是能够搜集三种资料，即“人的类型的说明性事实”，

人或群体类型的“遗传变异的量的事实”，环境及其影响人之“政治行为和冲动”的说明性事实和

量的事实⑥。在这三种资料中，前两者强调的是各种生理和性情因素，后者强调的是环境因素。
在出版于 1927 年的研究一战宣传活动的博士论文中，拉斯韦尔已经注意到象征的重要性，

指出宣传最重要的特征在于“直接操纵社会暗示，而不是通过改变环境中或有机体的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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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控制公众舆论和态度①。“暗示”意味着象征物与其象征意义之间存在潜在关联，而宣传就是

对关联渠道的建设和信息流动的控制。基于对精神分析学派的心理学知识的吸纳和积累，拉斯

韦尔在 1936 年对象征进行了专门分析，他强调象征是“思想间的战争”或“心理战”的一种武器，

作为精英争夺权力的一种手段，象征的主要表现是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②。这种强大的心理

武器既能够影响人的情感和认同，如获取认同或诱发敌对情绪等; 也能对现实本身直接产生影

响，甚至重新编织“生活经验的全部组织结构”③。
二战之后，拉斯韦尔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成书于 1948 年的《权力与人格》中，他一方

面拓展了象征的作用范畴，发现了在政治生活存在一种移情现象( 他称之为“政治意象”的“扩

展”或“补偿”) ，而象征在此现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如果某人将国家当作其父母的象征，

那么他对父母的各种情感体验就会转移至国家身上。④ 另一方面，基于对普遍的政治人格( 如

“民主人格”) 的形成过程的探查，拉斯韦尔发现种种不同的历史事实或现实经验都能够表明主

体所处的情境与其产生的特殊性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象征对这种关系的形成和调整以及

人们对这种关系的认识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在两年后出版的《权力与社会: 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中，拉斯韦尔和卡普兰提升了象征在

政治学中的地位，指出“政治科学对象征的强调”是一种“象征化原则”⑤。更为重要的是，在名

为“象征”的单章中⑥，他们不仅初步明确了政治象征的定义、内容和功能，还进一步将政治象征

直接视作情境因素和性情因素的集合，极大地提升了政治象征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以

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政治象征模式“政治神话”为例，指出这一事物内含“政治学说( political
doctrine) /理性政治”和“感性政治”两方面内容，前者“由社会中关于权力关系和实践的基本预

期和需求所构成”，后者由“情感和认同的基本象征所构成”⑦。由此界定可以发现，感性政治是

一种直接对性情因素产生影响的政治象征，这延续了拉斯韦尔早年的判断。但是，他们又认为，

政治学说本身同时显现为一种情境因素和性情因素。首先，政治学说( 如关于宪法和政治制度

等的学说) 扮演着一种独立于政治主体之外的客观情境的角色，它们作为一种具体的象征，其政

治功能最为关键。正如拉斯韦尔等人所言，政治学说的内容“由其政治过程中而不是研究过程

中的角色所决定”⑧。在特定的和具体的权力模式中，政治学说的这些基本内容主要由“政治程

式( political formula) ”来阐释，后者是对作为一种哲学的政治学说的具体解释，如将国家学说解

释为具体的权力制度或政治体制等。其次，政治学说本身也是一种性情因素，这一点体现在其另

一些内容中，主要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者虽然具体作用不同，但都属于政治信念，而信

念是性情因素的基本要件之一。
纵观从沃拉斯到拉斯韦尔的观念演变，政治象征逐渐从性情因素和情境因素的一种“他

者”，变成了两种因素本身。这一过程已经不是简单地表现出沃拉斯等人受到了一些心理学理

论的影响，而且意味着他们为政治象征的研究奠定了一种心理学基础。政治象征研究从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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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⑥

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第 22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③ 拉斯韦尔:《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 何时和如何得到?》，第 19 页，第 21 页，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

拉斯韦尔:《权力与人格》，第 119 ～ 121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版。
⑦⑧ 拉斯韦尔、卡普兰:《权力与社会: 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第 7 页，第 116 页，第 11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版。
该中译本中 symbol 一词被译为“符号”，本文译为“象征”是因为拉斯韦尔虽然关注到了逻辑学和语义学等范畴中的符

号研究，但他明确指出 symbol 一词的重要性在于其意义，而非具体的“对象或事态”或“显性的内容”。参见拉斯韦尔、
卡普兰:《权力与社会: 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第 107 页。此外，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之前的研究以及对其影响甚巨的查

尔斯·梅里亚姆的作品，更会确定他重视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其独立的心理学分析路径，而不是仅在其他心理学理论的规制下探索。拉斯

韦尔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他被视作政治心理学的开创者的确当之无愧。

四、系统分析的尝试: 后行为主义时期的政治象征研究

柯恩的研究虽然具有一定的体系性，但还不能称作真正的“现代政治象征”研究，这一是因

为他的主案例是原始社会，对现代的关注还不够深入; 二是因为他对政治的理解与人类学传统中

的理解并没有根本差异，而与以国家、政府和权力的系统化特征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概念差距颇

大。沃拉斯和拉斯韦尔等早期政治学家的讨论也存在一些局限: 第一，主要的论域是宣传活动或

大众舆论，对国家和政府的制度和体系象征的分析浮光掠影; 第二，强调精英是象征的主要使用

者，不重视精英与大众在象征应用上的互动关系; 第三，没有形成独到的研究方法，对心理学理论

的套用痕迹较强，他们虽然提出了定量研究的设想，但没有论证这种方法在象征研究上的适

用性。
就现代政治象征理论的研究而言，称穆雷·埃德尔曼( Murray Edelman) 为其鼻祖也不为过。

其初版于 1964 年的《政治的象征作用》被称为最好的政治象征研究著作，也是政治学领域中最

重要的经典作品之一①。埃德尔曼成名较晚，在二战后行为主义大行其道的背景中，他的研究主

题并不是热点，而且其研究对象一直与政治学的主流保持着一定距离。正如其所言: 对政治生活

中的象征研究的“符号学侧重，标志着与 20 世纪早期关注制度划分和法律解释的传统政治学的

决裂，它也标志着与行为主义之间不太明显但更为激进的决裂”②。实际上，就这一时期主流政

治学所发生的变化来看，一种后行为主义取向已经日趋明朗。几年之后，新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

大卫·伊斯顿( David Eston) 发表了题为《政治学的新革命》的就职演说，宣告了后行为主义的兴

起。当然，笔者只是将埃德尔曼等人的研究放在这一时间背景下，并非强调他们与后行为主义之

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埃德尔曼与其他先行一步的同行都关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心理学理论中寻找理论支撑，

二是关注政治精英的象征使用，三是深化对政治语言的象征作用的研究，但在具体内容上有所不

同。在第一方面，埃德尔曼最主要的理论资源是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 George Mead) 的作

品。米德比威廉·詹姆斯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更贴近政治学，尤其是其社会角色择取( social role
taking) 理论为埃德尔曼分析政府 /政治精英和民众之间通过象征性的政治活动( 包括制度设计

和日常活动) 实现共存甚至“合谋”提供了理论工具，这种“将精英与民众联系在一起的象征过

程”③也是埃德尔曼著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第二方面，埃德尔曼认为应该在群众的回应中动态

地认识政治精英的领导权问题，而不是将之视作个人的静态特征，即领导权在任何时空中都是属

于个人之物。领导权取决于“跟随者是否对领袖的行为和言语有所回应，如果他们热情回应并

跟随，则存在领导权，反之则没有领导权。”④于是，这种领导权既依赖于领袖在其行动中的决断

力，也依赖于“那些将其心理需求投射在高官身上的孤独大众的性情”⑤。在第三方面，埃德尔曼

颇有新意地总结出“劝说性、法律性、行政性和商议性”⑥这四种政治语言的风格，继而探讨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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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检索 web of science 的数据可见，在 1965 ～ 2015 年间，该书的被引频次高达 1081 次，并且自 1971 年开始，每年的

被引率都在两位数( 12 ～ 30 之间) ，显示出了非常稳定的被关注度和强大的生命力。
③④⑤⑥ 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With a New Afterword，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p. 195，p. 20，p. 75，p. 77，p. 133．



风格各自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埃德尔曼最为重要的贡献是首次对政治象征做了较具体系性的研究。他基于“人与政治之

间的相互影响”，将整个政治生活视作一种“象征形式”①。由此，象征既可被理解为政治的一种

本质，亦可被独立地用作分析整个政治生活的透镜。埃德尔曼并没有将政治生活的所有内容零

散地置放于这一镜头之中，而是对人们的价值观如何通过各种象征形式影响行政系统的决策予

以了重点关注②。虽然他认为“不存在一种‘真实’的政治系统”，并指出“所有的视角都必须纳

入考量之中”③，但在具体分析中他还是谨慎地选择了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生活中的主体( 精英

和大众) 、内容( 公共活动、私人活动及其政治背景) 、过程( 决策与反馈的互动) 和方式( 公共政

策和政治语言) 等，并围绕象征概念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在埃德尔曼于 1964 年出版《政治的象征作用》之后，很长时间内罕有研究者系统性地关注

政治象征主题，直到艾德和科布于 1983 年再次推进这一工作，其成果便是《象征的政治作

用》———从题目上也可以看出他们要做出有别于埃德尔曼的研究的雄心。不过，该书的主要目

标依然是“阐述政治象征的社会和个体性功能”和探讨“政治象征的研究如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理解支持一种政治系统以及构建其内容的基本动力”④，但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有一些新的贡

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象征观念的梳理和对象征意义的生成模式的探讨。
艾德和科布首次在政治学范畴内对象征这一概念本身进行了理论反思。他们认为“什么是

象征”和“象征从何而来”的简单问题一直未得到正面回答，以至于约制了政治象征的理论研究。
他们指出，“象征可以是任何事物，人们通过它指示该事物本身不具有的、也无法从中辨识出的

意义”，其中“人们”一词暗示象征虽然能够由个体所掌握甚至创制，但它需要在社会情境中得到

解释，因此象征主要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用来概述和凝练经验、情感和信仰”⑤。从这一

定义出发，他们又给出了政治象征的定义: 政治象征是那些“和政治权威的运用以及社会冲突的

管理有关的象征”，“它们协调个体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构建人们的观念，并令人们超越于他

们的直接经验之外理解事件的意义”⑥。新的政治象征主要来自于“区隔人群和建立或肯定社会

身份的需求”，“当人们发现他们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观念和群体区隔中处于劣势地位时，就会

创造新的象征”⑦。基于这一定义，他们区分出三种政治象征类型: 一是政治共同体的象征，如国

旗、美国( 名称) 、宪法; 二是与政权的规范、结构和角色相关的象征，如总统、国会、“一人一票”
等; 三是情境性象征，包括政府当局、非政府的政治行为者以及政策和政策性议题等⑧。当然也

要注意到，这种分类有其明显的局限性，有些不在其中的象征也能发挥政治功能。
艾德和科布更重要的贡献是，基于象征取向的情感( affective) 和认知( cognitive) 两个维度，

探讨了象征的使用和回应的模式。情感维度指的是一个人对象征的积极或消极情感以及这种情

感的强度。认知维度是人们赋予象征的认知意义，主要有联想性意义和实质性意义两种，分别来

自人对“自我概念及其所认同的人和群体”的认识，以及“对外部世界及其运作方式的内在信仰

和价值”⑨。艾德和科布认为:“一个人使用或回应象征的方式直接依赖于其对象征的特殊情感

和认知取向。”⑩于是他们将对特殊象征的情感依附分为“高”“低”两种，把对政治象征认知意义

的归属分成“确指的”和“分散的”，由此形成一个二乘二的类型组来描述个体在与象征有关的行

为中的偏好: 高 － 确型: 意识形态的; 高 － 分型: 回应性的( reactive) ; 低 － 确型: 实用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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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②③ 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With a New Afterword，p. 2，p. 4，p. 21．
⑤⑥⑦⑧⑨⑩ Charles Elder and Ｒoger Cobb，The Political Uses of Symbols，p. 1，pp. 28 ～ 29，p. 30，pp. 31 ～ 32，p. 36，p. 41，

p. 57．



( pragmatic) ; 低 － 分: 无动于衷的( apathetic) ①。
后行为主义时期的政治象征研究虽然表现出与当时政治学主流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但它之

所以能够进行一种体系性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治学在政府行为尤其是政策分析上的

独特成就。事实上，埃德尔曼等人也未尝没有向主流政治学示好的意图。例如，埃德尔曼认为其

所有著作都在基本结论上指向一种对政策和行政系统的判断②，而艾德和科布则更为明确地强

调象征研究“潜在地和公共政策、社会冲突以及政治整合的研究者相关”③。但是，这些“示好”
并没有在一个广泛的层面上打动他们的政治学同行，这或许与他们对舆论传播的过度重视有一

定的关系。埃德尔曼直接将政治称作“一种由媒体所报道、由公众所见证的景观”④，艾德和科布

亦明言，不管政治中有什么，“传播在政治中占据核心位置”，“重要的政治角色是主要的传播者，

而大众媒体充当着政治传播的主要渠道。象征就是这一传播过程的流通货币。”⑤回顾从沃拉斯

到拉斯韦尔的象征研究，不难发现这种对传播的重视是政治象征研究者的共同偏好，这在很大程

度上使他们在此主题上的杰出贡献局限在政治传播学范畴中。

五、象征政治学理路的铺设

探查政治学和政治人类学半个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政治象征研究的文献引用情况，会发现

一个有趣且值得深思的现象: 柯恩没有关注到埃德尔曼的研究，艾德和科布没有关注到柯恩的研

究，科泽则不关注艾德和科布的研究⑥———科泽甚至和科布同时就职于布朗大学。笔者并非要

指责他们的“狭隘”，而是指出这样一种前景: 如果能够在一种更具开放性和解释力的框架下将

他们的理论融通起来，我们或许会在政治象征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获得非常可观的成绩。象征

政治学理路的铺设就是这样一种努力，限于篇幅，在此描绘象征政治学的全貌显然不现实，本文

仅扼要探讨其基本对象、研究范畴、核心问题和分析原则，从学术史中总结出的政治象征研究的

权力方向、心理学基础和分析框架等，也都将纳入这一理路的某些方面中予以考虑。
象征政治学能够独立地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领域存在，是因为它可以凭借自身特有的

形态( 即政治象征) 来描述一个宏大领域内的人类经验( 即政治实践) 。这一界定实际上表明了

象征政治学的基本研究对象是政治象征，研究范畴则是政治实践。关于政治象征的定义，拉斯韦

尔曾极为简单地把它表述为“在某种重要程度上运作于权力实践之中的象征”，它包含极为丰富

的形式，如权威性或半权威性的法律规章、政治学说和言论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空间、艺术

作品以及仪式或仪式性活动等等⑦。这一定义明确了权力关系是政治生活的主线，但看似并不

完整: 只界定“政治”而忽略“象征”。实际上正因如此它才具有应用性广泛的优点———据埃科所

言，“‘象征’一词已被近两千年的所有思想家使用过”，但对其定义，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大多将

其视作“符号”的同义词或近义词使用⑧。笔者也倾向于给象征下一种描述性的定义，以将尽可

能多的政治现象纳入到政治象征概念中。象征无论是作为动词还是名词，都可被理解为象征物

和象征本体之间的一种表达关系，它基于两物各自某种 /某些属性的类比而形成。综上所述，但

凡两物间的类比涉及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实践，都可被视作政治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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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⑤ Charles Elder and Ｒoger Cobb，The Political Uses of Symbols，p. 58，p. 154，p. 9．
④ 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With a New Afterword，p. 200，p. 195．

在任何一组学者中，前者的政治象征研究论著的出版年代都晚于后者。
拉斯韦尔，卡普兰:《权力与社会: 一项政治研究的框架》，第 106 ～ 107 页。
翁贝尔托·埃科:《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第 246 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年版。



政治实践作为象征政治学的研究范畴是政治生活的一种同义表述，只是强调了权力的生产

和再生产在其中的显要地位。按照实践形式的差异，笔者简单地将之划分为两方面的内容。一

是以政府为主导者的政治实践( 简称为政府实践) ，侧重于国家建设和行政管理等活动，通常具

有权威性和明确性等特征，主要处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二是以非政府的社会主体为

主导者的政治实践( 简称为社会实践) ，侧重于日常生活中的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它“作为一种

日常生活经验，是一套别有意味的含糊不清的活动”①，主要处理的是社会群体和个体之间或之

中的权力关系。需要提及的是，这两种政治实践既涵盖了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的互动，也包括诸

如革命等非常规实践或仪式性活动等非日常实践。
在研究范畴中存在着一些充当关键知识节点的核心问题，它们是象征政治学理路中最为重

要的内容。政府实践范畴中的核心问题集中在两方面。首先是与政治共同体( 包括各种国家形

态) 的认同相关的问题，族群意识、民族情感、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等是其中的关键要素。政治

象征以两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一是作为影响因素服务于这些认同要素的构建，它们在认同构建

中的作用机制尤为值得关注。二是这些关键要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象征，它们以象征的结构和

逻辑发挥作用。其次是与行政系统的运作相关的问题，权威构建、制度设计、机构运作和决策过

程等内容是其中的重要主题。与政治共同体认同中存在的情形相似，政治象征可能在这些日常

性的行政管理活动中以一种影响因素的角色出现，也可能权威、制度、机构和决策等要素本身就

表现为一种政治象征，由此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分析取向。
社会实践范畴中的核心问题主要是政治象征在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参与三方面的

存在和作用。政治文化等三者几乎是社会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有政治体验和政治经验的表

现、积累及总结。其中政治体验强调的是情感和认知，主要存在于政治文化中; 政治经验主要表

现为各类行为，存在于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参与中。关于政治象征的心理学基础的理论可以充分

地在此处得到应用，因为政治体验和政治经验分别指涉性情和情境因素。就具体问题而言，既可

以探讨政治象征在政治文化等三者中分别有何作用，也可以基于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讨论政治

象征如何有助于这些关系的构建。
虽然象征政治学应当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政治学分支学科存在，但本文先将其视为一种分

析理路，因此只需总结出一些具有指导性的分析原则，以更好地服务于此理路的演进和应用。第

一，以政治象征为衡量政治生活的尺度。这既有助于从复杂的政治世界中分离出具有象征意义

的现象，也可促使研究者从那些在表面上与象征比较疏远的政治生活中发现其踪迹。第二，以权

力与合法性为政治象征分析的主线。对于在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性地位的权力和合法性来说，

政治象征是其重要资源、动力或目标。持此主线有助于在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秉持一种独立的象

征旨趣，为观察和管理政治世界提供另一种思路。第三，重点关注内含复杂政治象征要素的政治

活动。对于常规状态中的政治活动，主要是日常性的行政管理、公共事务或个体的政治参与等，

侧重探索其规律和模式; 当政治活动处于异常状态时，尤其是处于突发性或偶然性的政治事件以

及对政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革命活动等等状态时，侧重分析其变迁和冲突。

六、结语

“象征”概念与一些重要学科之间的联结由来已久:“象征主义”( Symbolism) 在文学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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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开宗立派已近一个半世纪，“象征 /符号互动论(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80 年来逐渐成为社会

学中的“王者”①，“象征人类学( Symbolic Anthropology) ”则在人类学中矗立逾 50 载②。此外，社

会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中不乏对象征研究颇为青睐的学者，他们的理论贡献也影响深远。
就此而言，在政治学领域内提出构建一种“象征政治学( Symbolic Politics) ”的设想似乎并不突

兀。有学者在数年前做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探索，力图基于政治象征的分类和功能为象征政治

学的构建提供“先导性知识和基础”③，但在关键的文献综述部分，只是依据学科分类对政治象征

研究作宽泛的回顾，未能对这些研究进行更为系统的观察和归纳。仅就政治学科中的政治象征

研究综述来说，另一位学者的整理较为细致④，但其研究未对具有承上启下地位的拉斯韦尔予以

充分重视，自然也没有分析拉斯韦尔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对于政治象征理解的变迁，同时也未注意

到艾德和科布的系统性的政治象征研究。因而本文希望弥补这些不足，通过对一些重要学者及

其相关文献的简单梳理，着重勾勒出他们的理论脉络以及对象征政治学的构建所具有的潜在

支持。
本文对象征政治学理路几个主要方面的描绘虽然极为简单，但它们是全面构建和完善其研

究范式的基础性框架和出发点。实际上，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各自所在学科的特殊

问题意识，对政治象征进行了颇具深度和新意的研究。他们贡献出的成果只是因为缺乏基础性

的理论支撑，往往被理解为一些具体的案例分析，从而在影响力的范围上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象

征政治学的主要目的便是为所有此类研究提供一种可被共享的理论平台。由此，笔者也期待更

多同行加入到此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中，这将进一步深化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理论对话和

合作，大力拓展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这对于理解当前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角度和思路

的革新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作者: 王海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南京市，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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