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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社会如何实现对个体行

为的规制就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在社会规制

系统中，法律无疑是重要手段之一。出于对现实

法律生活的关注，现代法学已经对成文法时代的

法律现象做了大量研究。然而，法律一步步从原

始发展到现代，其演进图景在研究者的视野中并

不那么清晰。再者，如果现代法律规制存在欠

缺，那么“过去”能否提供某种镜鉴? 换言之，

在没有成文法的原始社会中，是否存在法律规

则? 如果存在，那么这些规则是如何在人们的生

活中发挥作用的，或者说规则的生成和运行机制

是怎样的? 对原始法文化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

的考虑。它研究“过去”，是为了发现 “现在”，

为了对现代社会控制的完善提供可能的启发。在

相关研究中，美国人类学家霍贝尔所著 《原始

人的法———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堪称翘楚之

作。霍贝尔通过该书拓展了马林诺夫斯基以其

《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一书为标志的法人类

学，他对案例分析法的深入运用更凸显了其学科

方法论意义。笔者将以霍贝尔的 《原始人的法

———法律的动态比较研究》为主要分析对象，

进行简要述评。

一、理论基点: 霍贝尔的法律观

对法的认识，不同学科历来见仁见智。霍贝

尔对法的理解，具有明显的社会学旨趣和法律多

元色彩。在基本定义上，他对先验的自然法学和

逻辑的分析法学均持批判态度，认为法律是行为

主义、经验主义的。在霍贝尔看来，法律本身

( 而非法律的发展过程) 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

的; 法律的存在可以通过实际生活的案例去发

现、被验证，其本质并不在于精密的逻辑推演。
正如有学者所说: “霍贝尔指出，法人类学并不

否认和拒绝吸收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中的合理方

法，并不拒绝使用逻辑，但它不停留于其中，而

是以霍姆斯的下列名言为基本原则: 法律的灵魂

不是逻辑，乃是经验。这就是说，法人类学在方

法论上归属于西方的社会法学。”［1］同时，我们也

看到，霍贝尔对法律的那种 “部分基于人们互

惠关系形成的规则”的理解，是对梅因的 “从

身份到契约”的观点的重要补充。这种社会学

的法律定义，是对人类真实的法律生活进行全面

反映的理论基点。
社会学的法律定义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霍贝

尔对法律与国家关系的认识。他认为所有的法律

都有三个特征或构成要素，即 “特殊的强力、
官吏的权力和规律性”［2］( 译者前言)。按此定义，法

律的产生不必以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因此，与传

统法学家尤其是实证法学派认为法律是国家统治

意志的规范的表现形式的经典表述迥异其趣。也

正是基于强力说或非国家说的定义逻辑，霍贝尔

把法律划分为原始法律、古代法律和现代法律，

并认为原始社会的法律不同于其他两种法律形

态［2］( 译者前言)。进而，在后续的案例分析中，他自

然不会沿用现代法学的概念体系。从这点上看，

从抽象的法律定义到具体的案例分析，霍贝尔的

认识都体现了一以贯之的社会学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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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贝尔眼中，“法律是进化的，虽然其发

展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法律

在发展中各有其特殊性，并不都经过相同的阶段

和道路，但是仍然有规律可循”［2］( 译者前言)。而正

是这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的认识，推导出

法律多元的观点。追根溯源，霍贝尔关于法的起

源的认识，与其对法的定义互为表里、相映成

趣。因为法不必以国家强制力为必需内涵，所

以，在时段上国家的出现也不必是法律产生的开

端。进而，我们可以说，法律类型和发展阶段存

在多样性，人类真实的法律生活也并非某种单一

线性进化的预设图景。
《原始人的法》一书所持的法的定义，还体

现了霍贝尔整体的功能主义的观察视角。在他看

来: “我们必须全面仔细地俯视社会和文化，以

便发现法律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我们必须

先对社会如何运转有所认识，然后，才可能对何

为法 律 以 及 法 律 如 何 运 转 有 一 个 完 整 的 认

识。”［2］( P4 － 5) 这里的 “俯视”当然不代表一种现

代人对原始社会审视的文化优越感，而是强调对

社会和文化的观察不应管窥一斑而是鸟瞰全貌。
就这一点而言，霍贝尔的研究契合了结构功能主

义的观点。他把法律视为社会或文化大厦中有机

结构的一分子，离开整体便无法准确地理解部

分。但同时，又在某些方面实现了对结构功能主

义的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往往认为社会是由各个

元素按一定规则组合而成的整体，这样的观点在

宏观层面有可取性，但在微观层面则显得过于机

械。霍贝 尔 在 对 特 定 文 化 的 把 握 上 ( 例 如 对

“公理”的归纳) 体现了宏观层面的整体性; 在

实际的案例分析中 ( 例如相关 “公理”在 “生

活故事”中的演绎) 又凸显了微观层面的具体

性。通过整体性和具体性相结合的观察视角，弥

补了结构功能主义可能存在的不足。

二、研究方法: 疑难案例的运用

在《原始人的法》一书中，霍贝尔用以揭

示法律生成和运作机制的研究方法，在于对疑难

案例的观察。通过对原始社会中存在的具有法律

意义的纠纷实例的产生、处理及其后果进行分

析，从中归纳出原始社会的法律规则，并通过对

新的纠纷实例的分析反过来验证归纳的法律规则

的实在性。
在霍贝尔的视野中，一般选择的是对疑难案

件进行研究。他认为: “疑难案件直接帮助我们

了解法律现象。显然，在任何社会中，并不是所

有的疑难案件都具有法律的意义，但所有法律意

义上的案件都是疑难案件。”［2］( P30) 由此可见，霍

贝尔总体上是依据 “法律意义”这一标准选择

案例的。比如，在论述爱斯基摩人的基本法时，

他对观察得出的公理和推理通过案例进行验证。

只是在具体的选择上又有所不同，有的只是对存

在现象的概括性描述，当中也夹杂一些关于量的

归纳; 有的则选择代表性个案进行描述，如通过

典型个案描述爱斯基摩人出于条件艰苦和生活安

全感的考虑而普遍存在的杀老杀婴现象。另外，

在研究晒延人的法时，霍贝尔又偏向于选择故事

性很强的案例，显现出较为鲜明的人类学叙事色

彩。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其研究焦点仍然是

纷繁琐碎的事实背后的那些 “法律意义”，这是

左右案例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霍贝尔认为，案例调查涉及许多因素，“包

括有关时代文化的价值体系，专题研究人员的技

术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和记录能力等”［2］( P30)。

具体的调查方法的制定，与受考察文化的性质息

息相关，譬如该种文化对外来人的认知以及对外

来人介入的接受程度、速度等。另一方面，研究

人员自身的技术能力，则决定了是否能够揭开他

者文化的面纱，以免被调查的案例在不同文化的

对话者之间 “流动”时产生 “哈哈镜”式的失

真。

霍贝尔在书中进一步指出: “在调查中力争

做到，第一尊重所调查群体的生活方式。人类学

家只是作为参与者和监视人。第二要慎重地从调

查群体中选择一个或一些担保人，无论这些担保

人在其部落或群体中的职务如何，但必须是大家

所公认的有影响和有威望的领导者。”［2］( P30 － 31) 因

此，他十分重视对在群体中处于上层地位者的调

查。然而，片面依赖上层者在输出事实方面的作

用，可能也会产生 “罗生门”的困惑。因为叙

述者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与事件本身存在的不

同关系，以及虽在同一个文化中但彼此不同的认

知水平，都可能影响事实的输出角度，进而左右

研究者的判断。

在完成案例调查之后，必须对案例进行分

析。案例分析法之所以优于描述法，就在于其不

停留于对事实的描述。在这方面，霍贝尔做了很

好的示范。为分析的便利，他引入了霍菲尔德关

于法律关系的四对范畴即请求权—义务、特权—

非请求权、权力—责任、豁免权—无权作为基本

概念［2］( P39) ，并通过尤罗克人中发生的因海滩捕

猎引起的纠纷案例，说明了霍菲尔德分析架构的

有效性［2］( P45)。这样做的好处，是兼顾了文化的

特殊多样性和人类一般理性的共通性，既避免了

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的虚无化，又避免了观念方

法下的“先有结论后找论据”的弊端。从而在

研究范式上，使作为现代人的研究者与作为原住

民的被描述者之间的沟通得到尽可能真实的呈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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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阐释路径: 动态的过程分析

正如霍贝尔所指出的那样: “对理解法律来

说，现代人类学在两个方面做出了特殊贡献。
……把法律作为一个文化因素，用文化动力学理

论的观点来研究。”［2］( 原序) 《原始人的法》体现了

对法律的行为主义、经验主义的旨趣。它不是停

留于对法律的静态文本的解释 ( 况且许多情况

下，原始文化中也很少存在这样的文本，故而才

需要研究者通过案例去提炼所谓的有法律意义的

“公规”) ，也不是停留于具体地描述事实，而

是通过考察事实，分析纠纷产生的动因、纠纷的

解决过程及处理后对法律发展产生的反作用等。
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法律的存在被赋予一种过

程性价值。动态分析之所以不同于静态分析，在

于其“实现了对法律存在形态分析视角的逻辑

转向，把法律发现的目标放置在纠纷和事件的解

决过程中，而非简单的文字语言或规范分析。这

样从行为经验中得出规则也就是在过程中发现法

律本身”［3］。
基于这样的价值观，霍贝尔在考察原始人的

法时，除了归纳其实体内容，更注重法律运作的

程序内容，比如，宗教仪式在法律运行中的重要

意义。当然，所谓实体和程序，是我们为论述方

便，基于现代法学概念而论，并不代表在原始人

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分野。并且，这种重视从本

质上不同于自然法学认为超自然力是法律来源的

观点，因此，其探讨仍在经验主义的范畴之内。
虽然霍贝尔在对法律的宏观认识上体现了与

功能主义相似的视野，但在具体分析法律的过程

中，却与功能主义那种简单组合的机械性迥然相

异。霍贝尔对法律的动态分析，旨在说明法律本

身作为过程存在的意义，体现了 “法律的社会

过程，是一个由清晰的规则所支配的行为与一个

受不确定性因素所影响的行为之间的交替作用的

过程”［4］。虽然法律文本可能经常以静止的形式

呈现，但无论对于掌握裁判权力的人，还是受法

律规制的人而言，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场域，其边

界大小和内容多少并不总是如文本般清晰明确

( 更何况文本在许多情况下也不是确定无疑的) 。
而正是由于这种掺杂了人的主观因素而不同于文

本机械静止的不确定性，才给法律自身的历史生

长注入了动力。法律，以至原始人的整个法文

化，就在这些纷繁因素的历史博弈中完成嬗变。
从法的功能和发展角度看，法也是动态的、

经验的、行为的。正如有学者所言: “没有一种

法律、法律体系、法系是静止地存在着的，实际

上都是动态存在着。其静态表现为法律文本，但

是法律文本的内在含义实际上包含着动态的内

容，不从动态的内容上去理解一切法律文本，都

可能导致对法律精神的错误理解。”［5］ “法在现

实或预期可能发生的争议中成长，目的是引导人

们的行为，避免在利益冲突时酿成公开对抗。”［6］

正因为法律不是静止的，而是生长的，因此，霍

贝尔把他的著作副标题定为 “法律的动态比较

研究”。在沃尔·莱斯·唐案例中，首领依据自

己的权威和群体的需要而抛开已有的先例做出判

决，并宣布新的规则为法律。这是法律动态生长

的生动实例。

四、余论

霍贝尔研究原始法文化的目的，用他自己的

话说，是 “为了使从原始法到现代法的发展过

程清楚和具体化……使其促进原始法到现代法的

变化过程”［2］( P333)。换言之，是通过对原始法运

作机理的细致入微的把握，使原始法向现代法演

进的图景变得具象清晰，并以此完善对社会控制

动态过程的思考，进而以比较法的视角推动世界

法的理论展望。他相信，法律与文化及社会的基

本关系原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间有其共通性。在

这样的认识前提下，霍贝尔的研究就有了知行合

一的实践意义。同时，他也用自己的研究实践延

伸了先前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运用的案例分析法的

广度和深度，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案例分析法在研

究原始法文化方面的方法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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