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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社会中，政治仪式是一种历史悠久、形式

繁多的行为系统，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不容小觑的

作用。要精确地描述出政治仪式的系统结构，深入探

讨其具体功能，首要前提是对其外部环境有较为清

楚的认识。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在政治生活

系统的外部，有一个由“社会内部环境”（如文化系

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人口系统等等）和“社会外

部环境（国际社会）”构成的“总体环境”［1］（27）。政治

仪式作为政治社会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外部环境自

然也无法超越这种总体环境的范畴。但是，由于总体

环境极为广博，因而有必要重点关注总体环境中与

政治仪式关联最为密切的一些因素。基于这一考量，

我们遴选出三种不同性质的因素，将政治仪式的外

部环境划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文化环境、政制环境

和事件环境。

一、政治仪式外部环境的基本结构和主

要作用

在政治仪式的三种外部环境中，文化环境、政制

环境和事件环境的范畴由大到小、环环相嵌，政治仪

式居于其中。三种环境都可对政治仪式产生直接或

间接影响，这是我们分析的重点。不同层次的环境之

间也存在着密切地相互作用，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

拟详谈。
文化环境是一种“历时性的（diachronic）”立体

结构，它将政治仪式置于历史背景中予以考察。文化

如同一张包容不同时空的巨网，既可以从任何历史

阶段的特殊时空中选取资源对政治仪式施加影响，

也能够将现时性的各种文化因素输送给政治仪式。
在这张巨网中，政治仪式是一个不断吸纳资源、接受

影响并择机反馈的重要节点，从其出发既可以在时

间上追古抚今 （如政治仪式能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

持有某种政治价值），也可以在空间上心骛八极（如

政治仪式能够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实现政治文化的整

合）。与文化环境相比，政制环境是一种具有“共时性

（synchronic）”偏向的平面结构，其供应者主要是一

个在有限时间跨度中，执行某种特殊制度类型的政

治共同体。政制环境能够将制度的连续性和变动性

都投射在政治仪式之中。以美国总统选举为例，不同

时期的选举是与当时的具体政治背景相联系的。总

统选举与其说是一种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有序更

迭，不如说是参与角逐的多方政治力量对当时国家

政策的再判断［2］。事件环境是一种“即时性的（in-
stantaneous）”线性结构，在时间意义上转瞬即逝且不

可逆转，政治仪式处于这一过程中的某个阶段上；在

空间意义上也限制了政治仪式的施展腾挪。虽然事

件能够被理解为一种可重复的结构，如四年一次的

美国总统选举，但任何一次选举都是一种不可重复

的“故事结构”。换而言之，选举本身作为一种事件是

重复举行的，而选举本身的仪式性质以及选举作为

一种事件所包含着的各种相关仪式，其具体内容是

不可重复的。
三种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它

们既不是简单的线性连接，也不是相邻范畴的交互，

而是一种兼具发散性、复合性和融惯性的网状关联。
不仅不同的外部环境与政治仪式产生相互作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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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同外部环境之间的作用也可对政治仪式构成影

响。这种复杂的作用关系为理解政治仪式的象征意

义提供了多种路径。例如，出现在某种政治仪式中的

国旗，既在事件层面上表明了国家的介入或在场，也

在政制层面上明确了该仪式所在时空的特殊政治体

制，同时在文化层面上能够提供爱国主义情感或民

族自豪感。政治仪式与其事件环境、政制环境和文化

环境像是一种由点、线、面、体组成的三维结构。通过

综合考量政治仪式在三种外部环境中的具体位置，

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对其进行“定位”。
简单的输入———输出模型在解释政治仪式系统

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上力有不逮。这主要是因为政

治仪式的核心是象征，而日常政治生活的核心是政

策，象征在环境中的游移度和可变性远远胜过政策。
外部环境往往并不直接输入某种要求或支持，更常

见的是为政治仪式的实践活动提供背景和施加影

响。我们总结出三种最为主要的作用，分别是造势

（building up the momentum）、技改（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和显影（development）。

造势是外部环境最为常见的作用，旨在为政治

仪式提供一种综合情境。在这种造势作用下，政治仪

式作为重复性的实践活动虽然在程序和目的上没有

什么变化，但在合法性建构上已深受影响。喻而言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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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造势的意义

便在于将这座水电站安置在更具发电效益的河段

上，或是改变河道的地理特征以影响水电站的发电

效益———这种权力之河的效益就是合法性。
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起的主要作用是技改，即

改变那些政治仪式用于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方式和

技术。最直观的技改是科技发展在文化、政制和事件

层面上的投射，进而对政治仪式的权力生产方式产

生影响。如电视和互联网的出现，促成了新中国历

次国庆阅兵仪式的操演方式和效果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4］。更重要的是，文化、政制和事件自身的社会性

变化在技改层面上产生的影响，如文化冲突、制度更

迭或政治运动等，这些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往往会

造成政治仪式的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技术也发生巨大

变化。从技改前后合法性的变动情况中可以看出，这

些变化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性”的，还是深刻的“规

范性”的。
外部环境的稳定和变革对政治仪式的运行产生

的造势和技改影响，偏重于形式上的意义，并未过多

地展现出本质性的影响力。外部环境并非缺乏这种

影响力，只是它隐藏得过深，以致于仅论及环境无法

有效地将其挖掘出来，必须考察政治仪式受到外部

环境影响后的反应，我们称之为显影作用。就此观

之，外部环境犹如一种显影剂，政治仪式便是底片，

唯有将底片置于显影剂中才能查看其清晰和完整的

信息。这种显影的基本原理在于，政治仪式受到外部

环境不同因素的作用后，会产生复杂的应激反应

（stress reaction）。不过，底片经过显影后所表现出来

的图像只是一种外在的显像，应该将这种显像与显

影剂的刺激联系起来考虑，方能把握底片的本质。这

意味着，在分析具体的政治仪式时，不论是将仪式视

作某种行为、戏剧或故事，都需将其中显示出来的种

种情状与其外部环境联系起来，以研究它们之间的

内在关系。

二、文化：政治仪式的宏观环境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文化环境的涵括范

畴曾作了一个极为宽泛的描述：“我们的思想、我们

的价值、我们的行为，甚至我们的情感，像我们的神

经系统自身一样，都是文化的产物。”［5］（63）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则在严格的政治生活空间中讨论

了文化问题，指出文化或者说“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

权”［6］（214）是一种力量体系，其主要作用是“控制”和
“斗争”，社会生活或政治世界成为不同阶层的亚文

化系统争夺话语权的战场。我们认为，文化在“描述”
和“控制”社会生活之外，还具有“展现”社会生活的

功能。这种展现不仅是将社会生活通过某些表象形

式呈现出来，而且意味着文化内含着一些具有限定

性和标准化的程序和规则，能够将社会生活中的基

本秩序演示出来。对于受这种文化展现影响的政治

仪式而言，很可能会具有或产生与其外在文化环境

相似的秩序理念。科泽（David Kertzer）直白地肯定

了这种同构性：“通过仪式，就如普泛意义上而言通

过文化，我们不仅了解周围世界的意义，也被引导着

去相信我们所理解的秩序并非我们自身决定，而是

为外部世界本身所有。”［7］（85）

文化环境所营造出的理念世界究竟对政治仪式

能够产生何种作用？我们通过一个案例进行具体的

分析。巴拿马共和国印第安库纳人的萨满在治疗难

产的仪式中会吟唱一种巫歌，呼唤众神来帮助产妇，

到殖民时代，古老的歌词中新添了一位“白人银色汽

船之神”［8］（29）。对于库纳人来说，“白人银色汽船”是
一种新侵入的文化景象，对他们的宇宙观产生了巨

大的冲击，甚至得到了社会地位崇高的萨满的承认。
在他主导的仪式中，这种文化景象的介入显示出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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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外部环境中出现了新的有力因素，或者说它的

存在增加了仪式的效力，这体现出了文化环境的造

势作用；同时，新文化景象的介入也显示出仪式在面

临文化环境的变迁时作出的调整，这体现出文化环

境具有促成仪式在方式和技术上进行改造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介入还显示出两种文化的冲撞，

结果是西方文化被纳入到库纳人的合法性体系中，

这便是文化环境对仪式产生的显影作用。文化环境

的变化对部落社会的生命仪式造成的这些影响，同

样会发生在政治仪式中。实际上，外部的文化环境无

论表现为一以贯之的持续性，还是表现为游移不定

的变动性，都会对政治仪式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是在

文化环境的剧变中，政治仪式的反应更为激烈。
文化环境对政治仪式所产生的造势作用的强弱，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环境与其中的政治因素之

间的关系。文化政治学从权力角度提供了一种强政治

性解释：“权力关系涵盖了所有社会和文化关系……
‘政治’现在几乎可以与任何概念相链接。”［9］（361-362）

这种观点比政治文化研究中的关系判断更为激进，

直接指明文化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通融和共

生关系。作为一种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巨大场域，文

化环境将各种文化因素当做权力资源灌输或配给到

政治仪式中，集中体现出它对政治仪式的造势作用。
在客观效果上，这种造势作用使得政治仪式成为一

条重要的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方式。
文化环境和政治仪式都处于持续性的变化中，

正如阿尔蒙德所言：“政治文化并非是一种静止的现

象……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必须是能动的。”［10］（60）文

化环境中的政治变化往往会促成政治仪式的技改，

大到“传统的发明”［11］（18），小到“白人银色汽船之

神”的出现，都是技改的结果。从表面现象来看，政治

仪式只是在操演方式或外在形式上发生了一些技术

性的改变，但不可忽视政治仪式的象征系统也会发

生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改变对应的是文化环境在

权力关系上有了新的界定。例如，在封建社会文化系

统和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系统中，欧洲君主的加冕仪

式在主要程序和外观上变化不大，但在权力观念、意
识形态和伦理规范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文

化环境对政治仪式的技改作用，要兼顾其在现象层

面和规范层面上的两种效果。
“白人银色汽船之神”在形貌上是西方文化在印

第安库纳部落仪式中的一幅剪影，映现了西方文化

的介入。“白人银色汽船之神”也是一种显影，展示出

西方文化在印第安文化中的显现过程，呈现出两种

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消融和整合关系。更重要的

是，这种符号作为一种力量的象征，通过携带新的合

法性信息改变了旧有合法性的结构。对于政治仪式

而言，附着于其符号体系中的合法性信息，在文化环

境中的显影过程更为明显。这既根源于文化和政治

之间的特殊关系———在现代社会中，文化的政治化

大大提高了显影剂的浓度，能够以较高的强度令政

治仪式表现出某种特定的权力关系；也与政治仪式

中符号所具有的政治属性息息相关，这种属性使得政

治仪式这一底片的敏感性得到了加强，能够对来自

于文化环境中的各种政治权力信息作出迅疾的反应。
无论是将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置放在政治文

化的路径上予以理解，还是置放于文化政治的路径

中进行观察，文化都是政治仪式外部具有政治属性

的宏观环境。从一种历史视野来看，文化环境从弱势

的平复性和修缮性的力量，日渐演变为强势的具有

整合性和控制性的力量。在文化环境的持存和变革

中，政治仪式必须顺应文化所造之势、贴合文化在形

式和内容上的转变，以及凸显文化的政治内蕴和要

求，不断寻找更为合适的安身立命之处和合宜的行

为处事之法。

三、政制：政治仪式的中观环境

文化为社会的整体构架提供了基础性的方式和

力量，制度作为该架构得以运行的环节之一从属于

文化的安排。在具体的政治仪式中，这种从属性常常

以文化对制度的征用、替代或掩盖等方式体现出来。
文化层面在对政治仪式中的仪式部分进行理解和阐

释上具有优越性，政制层面则长于对政治仪式中的

政治部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上

理解政制。第一，政制是“政治体制”（political sys-
tem），这一术语也被广泛地译作“政治系统”或“政治

体系”。“政治”方面强调政治体系与“合法的人身强

制联系在一起”，“体系”方面则强调政治体系中“各

部分之间的某种相互依存以及体系同环境之间的某

种界限”［12］（4-6）。依照这种政治系统来观察政治仪

式，各种政治象征被当做一种输入对象，而政治仪式

便是处理这种输入对象的机制。第二，政制是一种

“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是国家和社会构

建中的各种基本规范，例如法律制度，立法、司法和

行政制度，以及各种处理国际关系的制度等。政治制

度对政治仪式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各种政治组织及其

规则与政治仪式之间的关系上，如国家、政府或政党

在政治仪式中的作用，具有强制性力量的政治规则

对政治仪式产生的影响，以及政治组织及其规则的

变革与政治仪式变革之间的联动性等。

王海洲：政治仪式外部环境的分层解析：文化、政制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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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既是一套具有整体性的秩序，也是一套具

有层次性的规范。政制环境主要由法律单元、政治制

度单元和社会制度单元组成，它们对政治仪式构成

了多重约束。法律单元标示出政治仪式在政治生活

中的基本活动边界。一方面，法律是合法性的重要基

础之一，而任何具有政治属性的仪式都以合法性为

主要诉求，因此法律成为政治仪式力图达成目标的

基本轨道。另一方面，宗教仪式、民间仪式或体育仪

式虽各有其基本规则，但它们一旦被纳入政治仪式

的范畴，就需接受政治范畴的规制，法律便是政治规

制的集中体现。政治制度单元决定着政治仪式中政

治动员的程度，强调自上而下式的对政治仪式中群

体力量的影响。不同政治制度的动员能力差别，直接

影响到身处其中的政治仪式的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

技术和效率。不同的政治制度意味着给予政治仪式

不同的活动空间，从而间接影响到政治仪式与政治

制度所建立的权力体系之间的关系。此外，社会制度

单元的影响力亦不容忽视。社会制度既包括从属于

政治制度的、由政治机构所制定的应用于社会生活

的制度形式，如福利制度，也包括独立于政治制度

的、内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制度形式，如企业制度。
由此可见，社会制度对政治仪式的影响力集中于自

下而上式的政治参与方面。政制环境中的法律、政治

制度和社会制度三条主线编织并分割了政治仪式的

活动领域和行动方式，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政治仪式

的发展方向。
政制作为政治仪式外部环境中相对稳定和牢固

的层面，即便发生微小的变革，也会在政治仪式中掀

起轩然大波。历史地看，在政制缺失或不健全的前近

代社会中，政制与政治仪式之间的联动性往往需要

依仗各种非政治因素，如宗教、神话和巫术等；在近

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这些非政治因素逐步让位于

政治因素。虽然，政制环境对政治仪式的诸多影响可

以在稳定的状态中进行分析，但通过观察两者在变

革中的联动性，能进行更深层次地挖掘：如果两者的

联动是无碍达致的，或说两者交互之处是“平滑”的，

那么在交互面上的信息流动直接反映出影响力的具

体形貌；如果两者的联动存在某种障碍，或说两者的

交互面如锯齿般参差不齐，则意味着在两者之间产

生了冲突，可能会引发一些非即时性的变革，它实际

上反映的是政制环境对政治仪式的间接性影响力。
在造势作用方面，政制环境的变革使得流入仪

式的政治信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规范性强度不同

的法律体系和各级政治组织制度，作为主要的信息

源在输入中实现了对政治仪式的控制，无论是政治

仪式的主动性反应还是被动性反应，与当时的政制

环境关联度较高的政治权力和政治价值成为政治仪

式中政治因素的主要组成部分。诚然很多跨越了不

同政制形态的政治仪式得到了保存，但如果撇开它

们对所处政制环境的依赖和迎合，就根本无法把握

它们的本质意义。例如，无论当代的孔子公祭仪式在

形式上如何“复制”古代祭孔大典，也无法遮蔽两者

基于不同政制环境在政治建构上的巨大差异。
在技改作用方面，政制环境主要影响政治仪式

进行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具体策略，即通过各种方

式输入明确的政治文化目标，使政治仪式满足制度

性的要求。这种技改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渠道，在狭窄

的渠道上，主要表现为仪式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的政治转变，如清代皇家仪式和建国后国庆阅兵仪

式中的天安门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较为宽阔的渠

道可见于民间仪式对国家权力的借用或国家权力对

民间仪式的征用中，如新世纪以来祭孔仪式中的地

方和中央的政治权力交互和政治利益互补；三是在

政治仪式整体变化上，体现为不同类型的政治仪式

伴随政制环境的变迁而发生的兴衰更替，例如在近

代欧洲，君主天赋权威的衰落令君主的出场仪式在

权威展示上的重要性大不如前，于是，出场仪式就逐

渐让位于呈现君主统治地位的仪式［13］（153）。
在显影作用方面，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秩

序的巨大调整，往往意味着作为显影液的政制环境

在剂量配比上有所变动，显影的速率和效果也因此

发生相应变动。比如，政制变革导致合法性基础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也会要求政治仪式必须做出

及时的协同反应。一些政治仪式实践之所以具有高

度的稳定性，正是因为它们能够随着政制变革作出

的合乎时宜的调整。

四、事件：政治仪式的微观环境

事件环境的涵括范畴最小，内嵌于另外两种环

境之中。在文化环境中，各种系统之间关系的体现和

作用往往以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政制环境中，政

策输出、政治活动或规则的具体运作也通常依托于

具体的政治事件。“circumstance”一词所具有的多义

性为理解政治仪式的外部环境提供了一条简单的道

路，它既是指“环境、境况、情境”，也是指“事情、事
件”，甚至直接用于指“典礼、仪式”。作为一种实践活

动，事件与仪式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具有经验性证明。
例如《左传·成公十三年》中有言：“国之大事，在祀在

戎。”这指出，作为主要政治仪式的祭祀是中国古代

国家生活中最为重要事情之一。在古希腊神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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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历史的故事情节其实反映了某种古代的风俗

和仪式：俄狄浦斯的故事可能反映了古代王室继承

制度和替罪羊风俗；特洛伊战争和墨兰托斯的故事

可能与少年武士的成丁礼相关；忒拜战争的故事则

可能源自东方驱邪仪式的咒语”［14］（492）。中国古代典

籍名言强调了政治仪式的政治属性，即事件与政治

体制或政治制度中的“政策”具有某种相似性；古希

腊神话的仪式解读则强调了政治仪式的仪式属性，

表明事件能够充当仪式的载体和依托。就概念的本

意和客观的表现而言，“事件”一词具有空间意义（原

初意义上的环境）、时间意义（发生及其过程和结果）

以及实践意义（作为特殊策略的活动和行动），这令

政治事件能为政治仪式提供最为熨帖的外部环境。
将政治仪式置于事件环境中予以分析，既能够根据

事件所具有的时空属性确定政治仪式在历史和现实

中的具体位置；又能够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把握政

治仪式的目标与意义。
事件环境之“微”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影响范畴

上“单调细微”，在影响方式上“细致入微”，在影响程

度上“无微不至”。作为一种微观环境，事件主要由大

量即时性的偶然经验构成，它只能在一个相对短暂

的时间之链上和界域非常有限的空间中发挥作用。
这意味着事件和政治仪式之间的时空比值较小，政

治仪式能够在事件环境中占据重要地位，甚至主导

事件的核心进程。在政治社会学视域中，“以话语形

态取代社会形态”［15］的分析策略为观察事件之微提

供了一个重要路径。虽然事件环境因其“微”而不能

独立成为与社会体系完全匹配的话语体系，也很难

断定它是否具有适合“话语 / 实践”分析的天然优越

性，但是，它严格遵守宏观的话语规则，并独立搭建

了一个五脏俱全的语义系统。事件如同一则“故事”，
不遵守话语规则，就无法令人明白和传播；而语义系

统赋予其情节和意义，使之“有意思”。政治仪式是故

事中的重要片段，不仅需要在话语规则中表述，更需

要践行语义规范，服从情节安排和意义呈现。事件环

境留刻在政治仪式中的双重话语烙印，必须经过实

践过程展现出来，事件的实践策略影响了政治仪式

的行动原则和目的。
举例而言，2009 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就是一场重

要的政治事件，竞选胜利后的就职典礼则在其中扮

演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既完成了总统权力的合法

性建构的基本程序，也是对整个事件的成功总结。这

一事件的话语规则便是美国总统竞选的基本规则，

后者决定了整个竞选过程中所有演讲和论辩的基调

以及所有活动和行为的准则。就职典礼也必须服从

这一规则，成败双方都必须在此框架中平和地面对

对手，“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话语和实践都是不可想

象的。竞选事件的语义规范是竞选人所持的基本理

念，包括整体性的施政纲领和个体性的言谈举止。对

于胜利者、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而言，他在竞选中

选择的语义规范着重建构了与发表《解放黑奴宣言》
的伟大总统林肯之间的关系；而在其就职典礼中，这

种规范得到保留和重申：奥巴马面向林肯纪念碑宣

读誓词，主题“自由的重生”则语出林肯的葛底斯堡

演说。通过这一系列活动，“竞选结束后，将巴拉克·
奥巴马和亚伯拉罕·林肯相提并论已经成为一种趋

势”［16］（191）。
事件环境在话语意义和实践意义上对政治仪式

的影响也主要以造势、技改和显影的方式表现出来。
事件环境的造势作用体现在它为政治仪式提供了

（事实上是指定了）特殊的权力生产要素，包括在事

件中被卷入或动员起来的人员以及在事件中被一再

唤起并固化的政治记忆等。这些要素直接影响了政

治仪式中权力之河的流量，例如奥巴马声势浩大的

就职典礼并不是靠竞选胜利后的仪式组织一蹴而就

的，而是来自于整个竞选过程中源源不断牵涉其中

的所有权力资源。
事件环境的技改作用以事件的主要诉求和行动

策略为基本指导思想。一般而言，事件具有特殊性，

而其中的政治仪式具有恒常性。技改是事件环境的

特殊性对政治仪式的恒常性的冲击，通过事件环境

的变化促使政治仪式也发生变化。例如所有的美国

总统选举都是不同“故事”，而胜者的就职典礼则是

永远的“程式”，后者因前者而发生的变化既是政治

仪式之技术应用的转变，也表明了“程式”对“故事”
的反映和呼应。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上首次出现的华

人舞狮团，反映的正是他少数族裔的肤色，呼应的则

是他支持文化多元化的政治策略。
事件环境的显影作用表现为，事件如同水印般

留存于政治仪式中，成为政治仪式关键性的“防伪标

志”。依靠这种标志，某一政治仪式得以与其他同类

事件中的政治仪式严格区分开来。例如奥巴马作为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其宣誓仪式中使用的

诸多元素来自于曾经签署《解放黑奴宣言》的林肯，

产生了与历任总统宣誓仪式都极为不同的特殊意

蕴。显影意味着内嵌着政治仪式的事件与作为政治

仪式之水印的事件，在内外辉映的一体性中表达其

真实意图。事件的性质与目的决定着政治仪式的性

质和目的，即使在政治仪式中可能会出现“反事件”
的状态，但事件本身仍然作为具有包容性和统摄性

王海洲：政治仪式外部环境的分层解析：文化、政制与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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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将这些情状一并纳入其内在矛盾中予以通

盘考虑。

结 语

政治仪式的三种外部环境具有不同的范畴和性

质，为政治仪式研究提供了多种视角。文化环境是一

种浩茫的想象之域，具有跨越时空的性质。在分析政

治仪式的文化传承和维系，或是进行跨文化比较时，

文化既是基于历史经验和客观世界的实践环境，也

是具有广博解释力的理论环境。但是，当分析政治仪

式在一定时空中的政治属性、政治动机、政治行为效

果和政治适应性等方面内容时，范畴相对较小的政

制环境比文化环境更具优势。在政制环境中，政治仪

式受到的种种影响都相对明晰可见，因为置身仪式

内外的观察者和参与者都无需通过难以把握、几近

无限的想象力来描述仪式的范畴或梳理与仪式之间

的关系。这些影响都在一种“可视”（相对于文化的

“可想”）的中观环境中。不过，政制环境也有其局限

性，它无法为除政治象征之外的、尤其是大量的偶然

性经验提供准确的解释，这就需要对政治仪式所处

的事件环境进行细致的实景扫描，以便更加清晰和

准确地探查政治仪式的位置。较之文化环境和政制

环境，事件环境能够直接作用于政治仪式实践，它是

一种“可触”的微观环境。
文化环境为政治仪式这种特殊的象征系统提供

了宽泛广博的解释角度，政制环境对这些解释进行

了强有力的剥离，多义的政治象征在政制的聚光灯

下逐渐显露为清晰的政治符号，而事件环境如同一

架显微镜，令政治仪式的结构、功能和意图毫纤毕

现。总之，对于政治仪式这片象征之林而言，文化指

明了进入丛林的多条道路，政制勾勒出丛林的基本

范围，事件则驱散了丛林中的迷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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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ified Analysis on External Environments of the Political Ritual：

Culture，Political System and Event
WANG Hai-zhou

Abstrat：As a kind of symbol system dealing with power relationship， the political ritual depends on three external
environments. The widest culture environment provides a diachronic macroscopical background and cultural resource；the po-
litical system is a middle environment which provides a synchronic political system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the event envi-
ronment focuses on the microscopical background which provides instantaneous occasional experiences and special semantic
norms. Each environment can influence the political ritual by three modes of action such as building up the momentum，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stratified analysis on external environments of the political ritual is useful
for accurate description and intensive study on the political ritual.

Key words：political ritual；external environment；culture；political system；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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