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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仪式的权力策略
———基于象征理论与实践的政治学分析

◆　王海洲

　　内容提要　政治仪式普遍存在于现代社会中 ,对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以及由各种权力关

系所引发的合法性的构建或颠覆 ,都产生着巨大而隐蔽的影响 。在各种政治仪式之权力策略

的施行中 ,象征既是被激烈争夺的权威性资源 ,也是塑造和呈现政治文化及其价值理念的重要

力量。更为关键的是 , “仪式化”扩展了政治仪式的作用范畴 、深化了政治仪式的影响程度 ,赋

予各种实践活动以政治仪式的内涵和属性 ,通过对象征之多义性的控制 ,使整个政治生活空间

成为一种象征权力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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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征一直都是人类理解自身 、他者以及整个

世界的基本路径 ,因此 ,虽然我们从时空意义上穿

越蛮荒之地迈进文明时代 ,但从未离开 “象征之

林 ”这一永恒的栖居地 。霍布斯和卢梭曾站在启

蒙时代的边缘遥相争论 ,前者认为其中充满了薄

情寡义和弱肉强食 ,后者则认为其中遍布着清心

寡欲和质朴纯真。时至今日 ,我们无需再对这个

丛林作任何有关 “无知之幕 ”的推想 ,它已成为硝

烟四起的战场。象征不仅是一种能够直接影响政

治生活的形式资源;它还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内部 ,

塑造着文化及其价值;甚至能够掌控心灵和身体 ,

通过其内在的生成动力 ,主宰着人们的行为和思

维 。象征的这些作用和意义撒布在政治生活的方

方面面中 ,而政治仪式为集中 、深入地观察象征提

供了良好的视窗 。作为一种以处理政治生活中的

权力关系为主要职责和旨趣的象征系统 ,政治仪

式围绕象征展开的争夺 、塑造 、呈现和生成是其处

理权力关系的基本策略。

一 、权力分析路径的建构

在近两个世纪以来 ,仪式一直是人类学研究

的重要领域。随着学科界限的淡薄和跨学科研究

的兴起 ,诸多其他学科也逐渐增加了对仪式的关

注 ,视角主要集中于文化的动力学分析上 ,通过仪

式 “研究人们标识和评述世界的方式”
①
。不过 ,

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仪式类型 ,相关研究稍

显不足 ,如人类学继承传统 ,将其局限于初民社会

或 “落后社会”的政治组织中;历史学虽然提出了

很多有价值的解释 ,但往往将之呈现为过往时代

的奇风异俗;政治学在文化研究中的进展和突破

还没有延伸至政治仪式的研究领域 ,这一领域仍

为学科的主流所忽视 。
②
事实上 ,政治仪式作为一

种意义丰富的行动体系 ,以及一种晦明不定的价

值体系 ,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就

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而言 ,政治仪式始终是通

贯全局的重要角色: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 ,资

产阶级运动对君主专制的颠覆 ,遍及全球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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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和反殖民运动 ,自上而下的国家统治和自下

而上的大众抵抗 ,当代民族国家的分裂和 “文明

的冲突 ”,国际关系和国内治理中各种关系的构

建 ,当代民主社会中的竞选 、宣誓 、就职 、纪念和检

阅等等活动 ,甚至包括虚拟空间中的一些特殊行

为 ,无处不见政治仪式的矫健身影。所以 ,在政治

学领域内对政治仪式展开研究 ,既能够拓展政治

学的研究领域 ,也能够为深化对政治生活的认知

和理解提供新的路径 。

政治仪式与其他类型的仪式相区别的最主要

特征在于 “政治”这一定语上 , “政治 ”概念所包含

的范畴限定了政治仪式的存在空间 。 “政治 ”的

内涵既决定了政治仪式的本质属性 ,也是理解政

治仪式的重要通路和突破口。在严格的政治学意

义上 , “权力 ”以及与之相关的 “权威 ”、“合法性 ”

等概念是开启 “政治”之门的金钥匙。以国家为

首的一组空间范畴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场域 ,权

力是对这些场域中所发生的各种关系的描述 。合

法性则是对权力在各种场域之中得以存在和运作

的承认 ,直接地体现为伊斯顿所言的 “对社会价

值的权威性分配 ”,这种分配行为等同于罗伯特

·达尔所言的 “事关权力 、权威和控制力的一系

列活动 ”,这也是两位学者对 “政治”这一概念的

基本理解。
③
格伦 ·蒂德直接指出:权力是 “政治

的主要课题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 “政治就是

权力的使用 ”。
④
因此 ,从权力角度出发 ,围绕国家

和合法性等问题去观察仪式 ,能够展现出政治学

在仪式研究中的优越性 。一方面 ,权力及其相关

概念作为政治学的重要主题得到了相对充分的研

究 ,能够为分析政治仪式提供相对稳定和有效的

理论支持;另一方面 ,从政治学的核心观念去观察

人类学的核心观念 ,也是在政治学研究中创设并

建构一种政治仪式分析理论的有益尝试。同时 ,

由于人类学 、社会学 、历史学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

也曾从权力的角度去分析仪式 ,为我们分析此问

题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可能 。当然 ,我们也必须审

慎地对待这种优越性 ,因为权力研究在资料上 ,以

及在受到的批判和攻击上都极为丰富 ,这也增加

了我们用之分析政治仪式的难度。

政治学中的权力定义存在诸多分歧 ,如传统

的 “支配 ”论
⑤
,宽泛的 “影响 ”论

⑥
, 以及严格的

“强制”论
⑦
等 。无论是何种理解方式 ,都将社会

关系视作一种特殊安排 ,围绕着差异建立起这种

关系的固定模式 ,具体表现为一种建构 、维系并强

化差异的秩序或规范 。权力的这种作用也体现在

政治仪式中 ,虽然两者的具体性质并不一样 ,但共

同的生存范畴令它们产生密切的关联。一方面权

力所指称的差异秩序或明或暗地弥漫在政治仪式

之中 ,另一方面政治仪式对差异秩序的建构 、维系

和强化也按照权力的内在结构进行 。在政治仪式

中 ,权力的这种存在和表达都与象征紧密联系在

一起 。确切而言 ,象征在名词上是权力之形貌的

载体 ,通常被理解为 “象征物”或 “象征符号 ”, “从

经验的意义上说 ,指的是仪式语境中的物体 、行

动 、关系 、事件 、体态和空间单位 ”。
⑧
在动词上则

是权力之行为的表达 ,通常被理解为 “象征意义

的表达”,通过 “类比 ”的认知模式实现不同概念

间的意义转移和接洽。

二 、政治象征:权威性资源及其争夺

象征是仪式研究的基础性概念之一 。在人类

学中 ,仪式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 “社会性的标准

化和重复化的象征行为 ”
⑨
。从涂尔干开始 ,围绕

象征展开分析成为仪式研究的一种基调 。
⑩
受之

影响 ,哈布瓦赫认为 “仪式是由一套姿势 、言辞和

以一种物质形式确立起来的崇拜对象构成的 ”
 11
。

保罗 ·康纳顿则认为仪式是 “受规则支配的象征

性活动 ,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

思想和感情对象 ”
 12
。前者强调了仪式的客观要

素 ,后者强调了仪式的内在规则 ,两者分别关注了

象征在抽象和具体两个层面上的表现。对于政治

仪式而言 ,其 “象征体系尤其代表着社会的特定

模式或政治范式以及它所起的作用……这种仪式

起着某种认知的作用 ,使社会和社会关系得以理

解 ,并使人民的关于过去和现在的知识以及他们

想象未来的能力得到组织 。”
 13
简而言之 ,政治仪

式 “使用象征 , 使现实世界和想象直接合二为

一”
 14
。

在人类学家看来 ,政治仪式中的象征之所以

具有影响社会整合或国族认同的力量 ,是因为象

征拥有一种抽象的想象力。其实 ,这种想象力作

为一种能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经验型作用和意

义的能力 ,正是权力表达的一种重要形态。卡拉

-穆尔扎注意到了这一点 , 认为象征具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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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事物合法化 ,起导向作用的特性 ”, 即权威

性 。
 15
具有权威性的象征被用于处理政治生活中

的具体权力关系时 ,也就具有了 “资源 ”的意义 ,

各种政治力量 “为控制这些象征和符号而不断地

互相争斗”
 16
。由于 “权力和象征是弥漫于所有社

会中的两个主要变量 ”,
 17
而国家这一最为重要的

政治范畴是 “象征权力的集中和实施的场所 ”
 18
,

因此 ,围绕象征这种权威性资源而展开的争夺 ,存

在于整个社会空间和政治空间中。

作为一种处理权力关系的象征系统 ,政治仪

式被视作存放权威性资源的仓库和生产权威性资

源的工厂 ,其中的各种政治力量通过象征资源的

存放 、生产 、调控和分配等各种方式参与争夺 。正

因为如此 ,在政治生活中 ,政治仪式除了存放和生

产象征这种权威性资源外 ,其本身既是权力争夺

的目标 ,也是用于权力争夺的利器。如近些年来 ,

中国的一些民间仪式 “成为民间力量对国家权力

实现征用的社会资源 ”
 19
,同时 , “国家亦使用象征

的 、仪式的内容与形式来建构其自身的权力结构

与意义系统 ”
 20
。在现代社会中 ,政治仪式与各种

政治象征作为权威性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就职 、

集会和阅兵等等政治仪式作为独立的象征系统在

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空间性的纪念场

所和时间性的纪念日是塑造政治文化 ,以及培育 、

规训和展现国民性的重要方式;国旗 、国歌 、国徽

和钱币等等事物作为重要的国家标志得到了法律

的保护;民族的神话 、寓言和传说既是维系民族凝

合的纽带 ,也是民族冲突中用于战斗的武器 ,等

等 。

围绕权威性资源展开的争夺是政治仪式的基

本权力策略 ,但它更多地是一种器用之争 ,参与争

夺的各方关注的是政治仪式及其象征的 “实用

性 ”和 “实在性” ,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隐含在

其中的规范性的秩序 ,即忽视了政治仪式是一种

整体性的价值系统。

三 、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塑造与呈现

政治仪式并不仅仅提供或生产政治象征这种

具有权威性的政治资源 ,同时 ,它还是一种象征体

系 。 “体系”意味着政治仪式是一种具有整体性

结构特征的系统 ,在规范层面上表现为对构建一

套完整而独立的价值观念的需求 。在政治学中 ,

这种价值系统被理解为 “政治文化 ”,它是权力实

践的指导原则 、运作规则和重要方向。就此而言 ,

政治仪式通过塑造和呈现一种政治文化来施行其

权力策略 ,与政治文化相关的情感 、态度和理念成

为政治仪式执行该策略的主要目标 。

“文化 ”一直是人类学领域中仪式研究的最

具生命力的角度之一 ,从 “人类学之父 ”爱德华 ·

泰勒起 ,仪式与文化的关系便得到了持续的探讨。

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果 ,特纳指

出仪式和象征隐秘地强调了人类文化结构的 “中

心法则的公理意义 ”
 21
;格尔茨对仪式作为 “文化

的解释”,认为 “文化是意义结构 ,依据它人类解

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社会结构是行

为的形式 ,是实际上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文化

与社会结构因而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的抽

象”
 22
;贝尔总结道:“在某种程度上 ,仪式的特征

不管被界定为 `热情至上 ' (促成集体主义)还是

形̀式主义 ' (促成传统的再现),仪式一直被解释

为一种有关社会文化的整合 、占有或变革的机械

论意义上离散的和范式化的方式。”
 23

“文化研究 ”从符号和象征的角度 ,进一步加

深了对仪式和文化之关系的理解 。威廉斯认为 ,

无论是文化实践 , 还是文化理论 , 都可以被 “描

述”为一种表意体系或象征体系 。罗兰 ·巴特和

路易 ·阿尔都塞的 “结构主义 ”则关注到文化对

生活的 “介入 ”,指出文化是一套 “标记符号 ”,能

够构造一种 “意识形态 ”,以 “创造出人们逐渐接

受某种文化的愿望 ”。
 24
葛兰西在更为宏大的社会

背景和严格的政治生活空间中讨论文化的介入

性 ,文化或者说 “文化霸权 ”是一种力量体系 ,能

够通过 “政治本能 ”发挥 “刺激 ”、“引导 ”和 “控

制”的作用 。
 24
此外 ,福柯 、德里达 、波德里亚和拉

康等人也对文化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文化研

究在一个后现代状态中涉及的社会范畴的广度和

深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延拓。在某种程度上 ,文化

成为一种宽泛的认同体系 , “展现 ”着社会生

活———在这种展现中 ,一方面包括了 “描述” 、“引

导”或 “控制 ”,另一方面又潜在地构建着一种价

值规范 ,仪式和象征则是塑造和呈现这些价值规

范的重要方式 。正如丹尼尔 ·贝尔所言 ,文化通

过仪式 “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 ”。
 26

就政治仪式而言 ,其塑造和呈现的价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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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指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与政治仪式之间具

有某种同构性 ,它或许能被称作政治生活中最为

庞大的象征系统 ,是 “各种政治态度 、价值 、感觉 、

信息和技能的独特分布 ”。
 27
这些难以定量分析

的 、抽象的意义范畴 ,正是象征输出的主要内容 。

虽然此后诸多学者也提出了多种有关政治文化的

定义 ,但强调的重点与之并无本质的区别 。
 28
综合

而论 ,政治文化不仅包括了政治生活中的规范形

式 ,而且还包括为个人和群体的行动所提供的象

征系统 、认知模式和道德模块等 。它由心理分析

和行为分析共同构筑了基础性规范 ,统合着感觉 、

认知 、行为和价值等多个层面 ,在微观上能够解释

个体的思维和行动 ,在宏观上能够解释社会的持

续和变动 。政治文化的这些结构特征和主要功

能 ,为政治仪式塑造一种价值系统提供了主要方

式和具体目标。就行动而言 ,政治仪式通过其操

演过程 ,打动情感和心灵 ,培养信仰和忠诚 ,宣传

理念或意识形态 ,以及规训行动和思维。

塑造政治文化固然可被视作政治仪式的一种

权力策略 ,但还需要注意到在实践层面上 ,政治文

化是政治仪式的外在环境 ,政治仪式能够通过将

这种环境的压力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 ,这正是政

治仪式的另一种权力策略 。也就是说 ,作为外部

环境的政治文化犹如一种显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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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显影的原理在于 ,政治仪式

受到政治文化中的不同因素的刺激之后 ,产生了

针对性的反应。附着于政治仪式之中的权力和合

法性信息 ,在政治文化环境中的显影非常明显 。

究其原因 ,一方面与文化和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

有关:在现代社会中 ,文化的政治化大大提高了显

影剂的浓度;另一方面则与政治仪式中象征所具

有的政治属性相关 ,这种属性提高了政治仪式这

一底片的敏感性。简而言之 ,政治仪式是一张富

含着各种政治文化信息的底片 ,在其显影的过程

中也逐渐显现出政治生活的形貌和实质。正如科

泽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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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于是 ,政治仪式处理与

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权力策略:它既

能通过塑造人们的政治认知来塑造一种政治价

值 ,又呈现出政治文化的外在影响力 ,对政治动员

和政治参与等重要政治活动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

用。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仪式在更大范畴中的同构

的形态 ,以及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外在环境 ,得到

了权力的青睐 ,因为权力通过借助政治仪式这种

特殊的政治文化形态来展示自身的策略 , “具有

更加强大的渗透 、震慑和征服效果 ”
 30
。

四 、仪式化:多义的象征与权力的内在生成

较之于围绕象征资源展开的器用之争 ,政治

文化的塑造和呈现实际上是一种体系之争 ,但两

者并不能完全涵括政治仪式的全部权力策略。由

此 ,我们引入一个具有扩展性的概念 “仪式化 ”,

来分析政治仪式更具广度和深度的权力策略。

“仪式化是一种经过设计和特别安排的行为方

式 ,以展现出它较之于其他通常更加日常化的行

为的区别和特殊权力。等而言之 ,仪式化和各种

特殊的文化策略有关 ,它们将种种行为彼此区别

开来 ,在`神圣 '和 世̀俗 '之间制造了一种本质区

别 ,并给予其特殊权力 ,以及将这些区别归因于基

于现实考量的 、对于人类行为者之权力的超

越。”
 31
我们认为应该对这种理解做一些补充。

“仪式化”与其说是一种对仪式内涵的扩展方式 ,

不如说是对仪式内涵严谨的规定 、忠诚的守护 ,以

及在此基础上积极的外扩 。它的职责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 ,一是将仪式与其他社会活动在理论和实

践两个层面上予以隔绝 ,以彰显仪式的特殊性;二

是通过这种具有强烈自我指向的方式进行反思 ,

以解释自身的内在结构和生成过程;三是如同一

种病毒 ,通过各种接触方式将仪式的特性渗透进

其他行为之中 ,从而使其被纳入仪式范畴。

仪式化作为仪式之内涵的输出方式 ,所利用

的最为主要和基础的媒介是象征 ,更确切地说 ,利

用的是象征的多义性 。何谓象征的多义性? 特纳

曾指出:“单个的象征能够同时代表许多事物 ,它

是有着多重含义的 ,而不是只有单一意义。它所

指代的事物并不都遵循同样的逻辑顺序 ,因为它

是从多种社会经验和道德标准中提升出来的 。”
 32

在此应该从抽象的角度来理解象征一词 ,不能与

它在实践中最常依附的 “肉身 ”,即 “符号 ”混淆起

来。 “具有明显而正式的政治倾向的形式是符号

(sign),而非象征(symbol),前者缺乏模糊性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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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向度的 。”
 33
象征习惯于将政治倾向掩藏在其

多义性中 ,科泽将这种多义性本质和掩藏的方式

阐释为象征的三种特质:意义的凝聚 (condensa-

tionofmeaning),指一种象征的多重意义集合在

一起 ,不但会同时表达 ,也会相互影响;多元化声

音(multivocality),指一种象征能被不同的人以不

同的方式所理解;模棱两可(ambiguity),指象征没

有一种单一明确的意义 。这三种特质表明了 “象

征之意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其力量的源

泉 ”。
 34
多义性主要是一种对象征之广度的理解 ,

里克尔对此作了补充 ,即认为象征的符号是 “不

透明的 ” , “这种不透明性构成象征的深度 ”,而

“这种深度是不可穷尽的”。
 35

前文曾指出 ,政治仪式中的象征因其与权力

的特殊关系而成为一种权威性资源 ,就此而言 ,可

以认为政治仪式的本质是象征之权威性的构建 ,

或者在过程意义上 ,是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 。于

是 ,对于政治仪式的仪式化而言 ,其内涵的输出或

主要职责的完成 ,主要表现为一种权力的内在生

成策略 。这一策略的工作原理主要是将政治符号

的多义象征 ,通过各种方式转换为权力或权威

(视不同的转换能力而定)。对象征之多义性的

控制 ,即从象征的不同含义中择取出能够与行动

主体和具体环境相匹配的确定性意义 ,使模糊的

象征及其依托的符号具有指向上的一致性 ,从而

使得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实践活动中吻合政

治仪式的潜在安排 ,这是政治仪式追求的主要目

标 。

之所以称仪式化是一种 “内在生成 ”行为 ,是

因为对于政治仪式而言 ,仪式化中的象征和符号

之间的复杂运动 ,必须在政治仪式内部予以理解 。

首先 ,象征是所有仪式的内生性的 、与其本质相联

系的范畴 ,只要是仪式中的象征能够涉及的范畴 ,

便可能成为仪式的势力范围 。其次 ,象征和符号

之间从模糊性向确定性的转换是仪式内部的关键

性运动 。对政治仪式而言 ,这种转换为其顺利操

演和目标实现指明了方向 ,并提供了原动力 。最

后 ,政治象征是 “建构权力结构和秩序的一套技

术策略 ,而对它们的运用 ,则构成一种普遍性的权

力实践 ”
 36
。这种普遍性虽然是外在性的 ,但它实

际上是政治仪式由内而外发挥作用的表现 。

仪式化虽然通过映射 、引导 、维持以及固化等

常规性策略延续仪式系统的功能 ,但它并不对仪

式一味屈从。作为一种具有扩展性的实践策略 ,

仪式化能够独立于仪式之外进行更新 ,尤其在社

会系统发生变革时出现的几率更高 。由于仪式化

的新变化并不会抵消仪式化原本的延续性功能 ,

因此它能够对仪式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 ,比如改

变人们举行和参与仪式的方式 ,或者改变学者认

知和诠释仪式的模式 ,以此来改变仪式的外在形

貌和内在意涵 。在这种仪式化中 ,象征作为权威

性资源的具体指代对象和涉及范畴 ,以及政治文

化的塑造和呈现 ,也都随之一并发生改变。

政治仪式之仪式化作为一种权力的内在生成

策略 ,实际上就是以政治仪式为中心 ,将所影响到

的政治生活都卷入其中 ,处于漩涡中的象征之争

夺 、塑造 、呈现和阐释成为权力生产和再生产 、以

及合法性建构的主要方式 。这使得在一个远离部

落社会和宗教社会的现代社会中 ,政治仪式仍然

能够将政治生活的规范和秩序隐于其中 。这种隐

蔽性主要是 “因为我们自己的仪式和象征极难被

理解 。它们看上去就像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行为 ,

世界也以显而易见的方式呈现出来 ,其实它们的

象征性的本质被遮掩起来 。实际上这是仪式和象

征所含力量的源泉之一 ,因为它们一方面创造了

一个值得信赖的世界而变得具有统摄力 ,另一方

面 ,它们从对偶然性的关注中转移开来 ,从而让我

们认为在面对世界时所见即所想”
 37
。

结　语

毋庸置疑 ,政治仪式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得

到足够的认识 。无论是将其视作传统文化的孑

遗 ,还是现代社会的碎片 ,政治仪式的力量都不容

忽视 。它既是一种有力的信息载体 ,携带着社会

记忆和意识形态留存在个体和群体的身体和心灵

之中;也是一座有效的权威工厂 ,源源不断地生产

出权力 ,以及对权力的忠诚和信仰。在全球范围

内 ,政治仪式作为权威性资源的仓库和工厂 ,引发

了激烈的争夺;作为政治文化的载体 ,鼓动了政治

动员和政治参与等政治行为;由其衍生出的仪式

化 ,更是将有关权力和合法性的理解渗透进个人

和群体的思维模式中 ,成为一种规训肉体 、影响情

感和控制社会的重要而隐蔽的方式 。

当然 ,如果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运用政治仪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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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也能够为构建一种良善的政治生活贡献力

量 。政治仪式能够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一种富有凝

聚力和认同感的象征体系;能够通过政治文化塑

造一种稳定而持续性的群体情感和价值规范;或

者通过仪式化 ,在社会生活中建立起一种有助于

社会和谐和政治民主的普遍共识。

此外 ,中国有着丰富的政治仪式历史和传统 ,

同时在多民族文化一体化的现代背景中 ,各种政

治仪式仍然广泛存在 。因此 ,对政治仪式之本质 、

过程和体系的研究 ,有助于通过它们分析和评估

中国的社会生活景观和政治发展状态 ,从而为中

国的和谐社会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一种新的实践

路径和理论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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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ourceatearlyphaseofindustrializationindevelopingcountries.Weargueinthispaperthat, throughcluste-
ring, anintegratedproductionprocesscanbedividedintomanyincrementalsteps, resultinginlowerentrepre-
neurshipentrybarriers.Theclusterhasmadebetteruseoftheentrepreneurialtalentsscatteredinthedevelo-
pingcountries.WeestablishedatheoreticalframeworktoshowthatthereisawiderangeofEntrepreneurship
optionsinthecluster.Byconductinganin-depthcasestudyonafast-growingcashmeresweaterclusterin
Puyuan, weprovedour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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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ofKuznetsCurveInflexionPointsinZhejiangProvinc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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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Kuznetscurvehasnotonlybeenappliedtoanalyzetheissuesofrelationshipbetweengrowth
anddistribution, butalsoexpandedtothecurvesoftheproportionofsecondaryindustryandhumanresource,
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 socialproblemandenvironmentalpollution.Thispaperstudiesthecharacter-
isticsofKuznetscurves' inflectionpointsduringstageof6000dollarsinZhejiangProvince.Inthebasisofde-
tailedandaccuratedataanalysis, weonlyfindthefactthattheinflectionof̀curve' ofregionaleconomicde-
velopmentappears, andtheotherfour̀ curves' arestillyettocome.Inotherwords, theidealsituationhas
notbecomeareality.Thispaperindicatesthatitisimpossibletoachieve`toimproveafterdeterioration' in
theissuesofsocialproblem, incomeinequalityandecologicalenvironmentafterthedevelopmentofeconomy.
Wehavetostrengthensocialadjustment, improvethemarketeconomysystem, perfectthesystemofsocialjus-
tice, safeguardtheorderofsocialjustice, thenthecurve' sinflectionpointwould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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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werTacticsofthePoliticalRitual
———thePoliticsAnalysisBasedontheTheoryandPracticeofSymbols (38)

WangHaizhou(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 NanjingUniversity, Nanjing210093)
Abstract:Politicalritualiswidespreadinthemodernsocietyandexertsahugeandconcealedinfluence

ontheproductionandreproductionofpower, aswellastheconstructionandsubversionoflegitimacyarising
fromavarietyofpowerrelations.Inthekindsofpowertacticsofpoliticalritualperforming, symbolsnotonly
aretheauthorityresourcecontesteddrastically, butalsoaretheimportantstrengthtocreateandappearpoliti-
calcultureandpoliticalvalueidea.More, ritualizationexpandsthepoliticalritual' saffecteddomains, deep-
ensthepoliticalritual' sinfluencedegree, endowspoliticalritual' sconnotationandattributestokindsofprac-
ticalactivitieswhichmakethewholepoliticallifespaceakindofsymbolicpowernetworkbycontrollingthe
polysemiaof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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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ThreeIdeasofCriminalLawSystemFormation
——— AlsoontheFunctionofSystemFormingofthe“Type” (44)
DuYu(Lawschool, FudanUniversity, Shanghai200433)

Abstract:Basedonthedifferentbuildingideasandtools, systematizationofcriminallawshowcomplete-
lydifferentfeatures.Amongthese, theformsystemformedbythetoolofconcept, theessencesystemformed
bythetoolofprinciple, aswellasthepartlyessencesystemevolvedfromthetypeseries, canbethethree
mostimportantpatterns.Thisarticleattemptstosortoutthethreedifferentsystemideas, analyzingtheirre-
spectivestrengthsandweaknesses.Amongthem, althoughtheconcept-typesystemisbeneficialtoreacha
rationalform, itwillcutoffthevaluejudgmentsbehindnormandmisstheinternalorderofsystem;although
theprinciple-typesystemisabletoshowtheinternalorderofvaluejudgments, itcannotgoindepththrough
individualthings, notalonetoprovidespecificrules;thus, weshouldpayparticularattentiontotheunique
valueof“Type”.Thisvaluenotonlyshowsinmasteryofmaterials, butalsointhetransmissionoflocalval-
ues, especiallyintheconnectionofcatchingfactsandthethinkingofvalue.“Type” shouldberegardedseri-
ouslyasanimportantsystematictool.

Keywords:LegalSystem, Concept, Principle, Type

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