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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邦理论与中国考古学的渊源

今年五月到访复旦大学 ，

期间获知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出

版一套西方考古学与人类学译

著（按：目前该丛书已经全部付

梓，包括：科林·伦福儒和保罗·

巴恩 《考古学 ：理论 、方法与实

践》；戈登·威利 《圭拉那魁兹 ：

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

早期农业》；希安·琼斯《族属的

考古：构建古今的身份》；戈登·

威利《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

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埃尔

曼·塞维斯 《国家和文明的起

源：文化发展进程》）。这一举措

对于考古学界和史学界来说不

谛是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说

起 来 ， 国 内 学 界 对 塞 维 斯

（Service E.R.） 这位人类学家

并不陌生，上世纪 90 年代国内

考古界曾有过一场文明起源的

大讨论， 热议酋邦这一特殊的

社会形态， 而酋邦理论的集大

成者即塞维斯先生。

塞维斯的这部大作 《国家

和文明的起源 ： 文化发展进

程 》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分为四部

分。 第一编 “政府的起源 ” ,为

考察 “国家 ”和 “文明 ”的含义

提供基础 ：介绍酋邦的概念 、

相关理论 、 平等社会与权力

制度化等背景 。 第二编为 “现

代原始国家 ” , 介绍一组民族

志的研究案例 ， 如南非的祖

鲁 、乌干达的安科拉 、西非诸

王国 、 切罗基印第安人和波

利尼西亚 。 第三编为 “古代文

明的起源 ”， 包括中美洲 、美

索不达米亚 、埃及 、印度河流

域和中国 。 作者强调 ，从考古

资 料 很 难 确 定 社 会 发 展 阶

段 ， 希望能通过历史学和民

族学研究思考文明演进中有

关起源 、阶段 、类型及因果等

问题 。第四编为 “结论 ”。最后

是有关文献及索引等 。

塞维斯将人类社会政治组

织的演进模式归纳出新的认

识 ，即人类社会经历了 “游群

（Band）、 部落 （Tribe）、 酋邦

（Chiefdom）和国 家 （State）”这

四个发展阶段。 鉴于酋邦是世

界上所有原始文明走向早期国

家的必由之路， 为深入了解这

一理论产生的背景， 这里有必

要回顾一下有关研究的历史。

酋邦理论的演进

上世纪中叶 ，西方学术界

对酋邦社会还不是很了解 ，尽

管这种相对复杂的社会形态

遍布于世界各地 ，但人类学界

并未将其看作一种独特的社

会形态。 1955 年，美国学者奥

博格 （K.Oberg）将中美洲低地

部落社会视为酋邦 ， 并提出

“同姓部落 、氏族部落 、酋邦 、

国家 、城市国家和帝国 ”的演

进序列 ，此说可谓开启了酋邦

研究的先河。

著名人类学家斯图尔特

（Steward J.H.）将酋邦定义为

“由多部落聚合而成的较大政

治单位 ”，并将酋邦分为 “神权

型 ”和 “军事型 ”。 不过 ，如何

划分酋邦与早期国家仍是个

难题 。

1962 年，塞维斯定义酋邦

为：“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

的再分配社会”。认为酋邦产生

的动力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需

要将分散的劳力组织起来从事

大规模生产， 另一个是定居社

会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导致的经

济生产专门化。 酋邦等级制的

诞生源于协调区域性专门化经

济再分配的需求， 但这种分配

等级制基本上围绕着资助贵族

阶层及政治活动的背景运转。

1972 年， 肯特·佛兰纳利

（Flannery K.V.）利用民族学和

考古资料论证酋邦与国家的区

别。 他认为酋邦标志世袭不平

等的出现。在酋邦社会，人的血

统有等级， 高贵和贫贱与生俱

来。酋长不仅意味着出身高贵，

也是神的化身， 这一特殊身份

有助于使其权力合法化。 酋邦

常以繁缛的祭祀获取民众支持

并接受供品。 国家则是强大的

政体， 拥有高度集中的政府和

专门的统治阶层， 已基本脱离

标志简单社会的那种血缘关

系。国家是高度等级制的，居住

方式常基于职业专门化而非血

缘和亲姻关系。 国家拥有强大

的经济结构， 但大部分被上层

人物控制， 他们也是高官产生

的阶层。国家可以发动战争、招

募士兵、征收赋税、强索供品。

1975 年，塞维斯正式提出

了“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这

一社会演进的新进化论模式 ，

取代了古典进化论所倡导的

“蒙昧、野蛮和文明”三段论。塞

维斯将酋邦置于平均主义社会

和强制性国家之间， 世袭制使

其具有一种贵族社会性质 ，但

还没有出现武力压迫的政府机

构和法律机制， 也缺乏由国家

行使权力的垄断和制裁能力 。

酋邦社会依赖宗教管理， 属于

神权型社会， 酋长具有调定权

而非统治权， 通过宗教仪式行

使权力并使民众臣服。 （Elman

R. Service, Origins of the

State and Civilization: Process

of Cultural Evolu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1981 年， 罗伯特·卡内罗

（Carneiro R.L.）将酋邦定义为：

“由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

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

自治政治单位。 ”这种超聚落社

会机构是迈向国家的基础。 虽

然酋长地位很高 ， 但权力有

限 。 酋邦有两个层级 ，而国家

至少拥有三个层级 ， 即国王 、

地方行政长官和聚落首领。 卡

内罗还列举了考古学分辨酋

邦的四项标准 ：1）存在大型建

筑物 ，其规模和所需劳力超出

单一聚落人口所能胜任的程

度 ；2）存在数量少于聚落的祭

祀中心 ，显示超越聚落自治的

社会结构 ；3）存在特殊地位的

人物 ，如随葬品丰富的酋长大

墓 ；4）存在结构上大于一般村

社的聚落中心。

1970 年代， 蒂莫西·厄尔

（Earle T.K.）通过对夏威夷土著

社会的研究提出复杂酋邦的概

念：1）酋长与平民之间在等级上

完全隔离；2） 领导权特殊化；3）

地区等级分化日趋明显。塞维斯

认为，夏威夷是仅次于国家层面

的复杂酋邦的最好例证。

1987 年， 厄尔进而提出 ，

酋邦是一种进化社会类型 ，是

原始平等社会和官僚国家之间

的桥梁。 酋邦社会形态差异很

大，包括神权型、军事型和热带

森林型。 还可划分为集团型和

个体型 ；阶层型 （straitified）和

等级型 （ranked）；简单型和复

杂型。厄尔认为，最好将酋邦定

义为一种地域组织， 拥有集中

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批聚落 ，

规模从千人到几万人不等。 酋

邦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

的社会， 贵族阶层通过生产资

料和财富交换控制经济和劳

力。象征、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发

展标志着酋邦已进入文明的最

早阶段，其物质表现为：1）营造

纪念性建筑。如英国的巨石阵、

密西西比的土墩群和夏威夷神

庙；2） 贵族墓有大量珍贵的随

葬品，而且往往是舶来品，以显

示他们对神秘知识和权力的拥

有；3）武力象征。酋长墓常随葬

武器， 以表现尊严和由武力主

导的宇宙秩序。

1991 年，克里斯蒂安森（K.

Kristiansen）指出 ，酋邦是介于

部落和国家间差异极大的社会

形态。 他在酋邦的纵向发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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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城

中国考古界注意到酋邦理论是上个世纪 90年代，当时塞维斯的著作尚无译本，加之国内文化人类学

的长期断层，对酋邦理论缺乏足够了解。 不过，对酋邦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到底占有怎样的位

置，目前还缺少研究，看法也很难一致。 由此想到张光直先生的一段话：在将西方的法则运用到中国

史实上的时候，需要做一些重要工作，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