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教育科目日渐增多的时代，在研究者负荷很重的双肩上再放上一
种新学科，乍一看像是增加他的困难。但事实说明，人类学只会快捷地促使
研究负担的减轻，而不会加重。在山区可以见到，挑夫搬运重物时，除了这
些重物之外，还甘愿增加一条挑这些重物的扁担，因为他们发现，扁担的重
量可以用扁担挑运的极大方便作为更大的报偿，它既能担承货物，又能使挑
物平衡。关于人和文明的科学，也是这样的一种科学，它把日常教育的零散
科目合为一个便于掌握的整体。研究和学习时最大的困难在于，研究者不能
十分清楚地了解每一门科学或艺术因何而存在，它们在一系列生活需要中占
着怎样的地位。当他多少了解了它们的早期历史，并且知道它们是怎样由于
人类生存的最简单的需要和条件而产生时，他就会发现自己更有能力掌握它
们，否则他就不得不——这是极为常见的——在从事某种并不清楚的科目的
研究时，不是从头开始，而是从它的中间开始。当他熟悉了人通过动作和呼
喊声来表达自己思想这种原始方式，并且认识到字音清晰的语言的高级方式
不过是类似的低级方式的改进时，他就会在语言科学的研究中做出更好的成
绩，强似他在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的条件下直接陷入语法的全部精细结构当
中。
这种精细的结构如果不加应有的说明，就会使人认为是杂乱无章的规
则，这些规则与其说是启发研究者，倒不如说很快就把他搞糊涂了。许多初
学者不愿意按欧基里德所讲述的方式来学习几何学，三个学生中未必有一个
真正理解他究竟在做什么——这首先是因为人们没有一开始就把具有实际意
义的理智的出发点教给学生，而古代的木匠和建筑师们，当他们在自己的生
产劳动过程中开始确定高度和距离的关系时，却能站在这个出发点之上。研
究法律学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会一下子扑向法律系统的一切烦琐和混乱之
中。
这个法律系统在成千年的过程中，通过斗争、改造乃至失败而大大发
展了——但如果他对适合于蒙昧和野蛮部族需要的最简单的法律形式如何发
生有所认识，那他的途径也就会清晰得多。我们没有任何必要列举科学和艺
术领域的全部学科——没有哪一门学科会不因为首先熟悉其历史和熟悉它在
整个关于人的科学中的地位，而学起来更易深入。
基于这一目的，本书与其说是人类学大全，毋宁说是人类学引论。
它不研讨那些为已经获得或正在接受英国普通高等教育的读者所难以理解的
十分专门的课题，例如阐述关于按照头颅的测定来区分人种的最新的细致研
究等等，除了研究解剖学的人以外，这对其他人并没有什么用处。我们尽可
能详尽地按照各学科（下类来写定各章，但是，对这些问题的更为细密的研
究，还是应该让专门从事这种研究的人来做。
人类科学的各部门是极为多样的，扩展开来可分为躯体和灵魂，语
言和音乐，火的取得和道德，然而同时它们又全都涉及到这样一些对象，其
本性和历史都需要从每一个有知识的人的方面来注意和思考。但是，面对如
此丰富多样的对象，即使大胆地做最为基本的处理，对任何一个单独的作者
来说，也是十分困难的。由于是这样的一项任务，我有权请求读者以宽容的

态度来对待完成这一任务时所出现的错误和不完善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些在
各个知识部门占据荣誉地位、我可以把各种疑难向之请教的人士的齐心协
助，我甚至不可能试图完成这一任务。我应当特别感谢赫肯黎教授、艾·阿·弗
利曼（Ｅ．Ａ．Ｆｒｅｅｍａｎ）博士、亨利·梅因（ＨｅｎｒｙＭａｉｎｅ）先生、伯奇（Ｂｉｒｃｈ）
博士、弗兰克斯（Ｆｒａｎｋｓ）先生、弗劳尔（Ｆｌｏｗｅｒ）教授、皮特－里弗斯
（Ｐｉｔｔ－Ｒｉｖｅｒｓ）陆军少将、塞斯（Ｓａｙｃｅ）教授、贝多（Ｂｅｄｄｏｅ）博士、德·塔
克（Ｄ．Ｈ．Ｔｕｋｅ）博士、乌·克·道格拉斯（Ｗ．Ｋ，Ｄｏｕｇｌａｓ）教授、拉塞尔·马
蒂诺（ＲｕｓｓｅＩＭａｒｔｉｎｅａｕ）先生、加尼特（Ｒ．Ｇａｒｎｅｔｔ）先生、亨利·斯维特
（ＨｅｎｒｙＳｗｅｅｔ）先生、拉德勒（Ｒｕｄｌｅｒ）先生和其他许多人，对其他一些人
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只能表示感谢。种族图像是根据照片制版的，其中许
多是征得哈德斯菲尔德（Ｈｕｄｄｅｒｓｆｉｅｌｄ）的达曼（Ｄａｍｍａｎｎ）先生的同意，
从他们著名的《民族学像集》中借取来的。
Ｅ．Ｂ．泰勒

第一章 古代人和现代人

人类之古——种族、语言、文明的发展所必需的时间——石器时期
人的遗迹——以后阶段——冲积层的早期 谁要了解人类如何达到现在的生
活状态和生活方式，就应当先明确知道：人们是不久前才到达地球的外来者
呢，还是地球上的固有居民？他们是一出现就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并具有现
成的生活形式呢，还是在许多世纪的长时期中，才逐渐形成这些种族及其生
活形式？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对人类各个不同的种族，他
们的语言、文明和最为古老的文化遗留作一番大略的认识，并且看一看用这
种方法所能得到的那些有利于说明人类自古就生存在地球上的证据。有了这
些认识同时也有助于以后各章对人及其生活方式进行较全面的分析。
我们先从人类的不同种族说起，我们设想一下，我们站在利物浦或
伦敦的某个码头上观察一群群各种不同种族的人们，跟我们的种族差别最大
的，是大家所熟悉的非洲黑种人的形象：他们的皮肤是如此棕黑，俗称他们
为黑人；他们的头发是如此漆黑又天然鬈曲，我们称之为浓密鬈发。但是，
这些并没有完全说明他们跟我们不同的特征。白人用黑颜料把自己的脸涂
黑，把自己的头发髦曲起来，也可以使自己具有黑人的外貌。而实际上，这
种伪装假扮是极不高明的，因为黑人的面部特征跟我们完全不同：我们都十
分熟悉他们那扁平的鼻子，宽阔的鼻孔，厚而凸起的嘴唇，而当观察他们的
侧睑的时候，就会看到十分突出的下颚。卖带檐帽的人很快就会发现，黑人
的头颅要比通常为英国人准备的带檐帽的椭圆狭窄一些。即使是在黑暗之
中，根据接触皮肤所得到的特别光滑的感觉，尤其是根据那种一下子就能闻
到的、跟别人全不相同的特种气味，就能够把黑人跟白人区别开来。在同一
码头上，在东方轮船的乘务员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些明显的别的类型的
人。南印度土著部族的人氏不像肤色较淡的上等印度人那样，而具有棕黑色
的皮肤，黑色的、像丝一般的波状头发，面部有宽阔的鼻子、大下巴和肥厚
的嘴唇。
中国人的形象是大家所熟悉的，观察者根据他们较欧洲人短小的身材，

根据他们的黄肤色和平直的黑发，就可以从人群中辨认出来。他们的面貌的
特点，可以从他们国家的瓷器和屏风的图像上细致地看出来；在这些器物图
像上，可以看到鼻孔略略上翘的鼻子、突出的颧骨、眼角向上的眼睛。我们
把手指按在我们自己两眼的外侧角上，向上抬起两个眼角，就能模仿这种眼
睛。把诸如此类种族的人跟我们国家的人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人在体
形和面貌上的特征是极为不同的。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白人——好
像我们已经商定这样来称呼自己—一至少也有两种不同的种族类型。当乘坐
一艘从哥本哈根开出的商船时，我们会发现船员大部分是由浅色皮肤、金发、
碧眼的人组成；这和停舶在我们船旁的热那亚船只形成鲜明的对照，那艘船
上的水手几乎全是黝黑的脸色、明亮的黑眼睛和黑头发。这两种种族类型正
确表明为金发白人（ｆａｉｒ－ｗｈｉｔｅｓ）和黑发白人（ｄａｒｋ－ｗｈｉｔｅｓ）。
种族的划分到最近一个时期才借助科学的方法有了改进。由于种族
的划分跟关于本国人和外地人、侵略者和被征服者、自由人和奴隶等政治问
题都有联系，它从一开始起就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种族的特征从来就成
为人们热心观察的对象。在美利坚合众国南方的一些州，直到消灭奴隶制度
以前，黑人出身的种种特征仍要十分精确地登记下来。不仅精确地将混血种
分类为黑白人混血儿，再混血儿，多混血儿，而且即使混血已经十分微弱，
除了人所常有的脸孔肤色略黑一点以外，一般的眼力再也看不出什么，但作
为一个可疑的陌生人敢于坐到公共餐桌旁的时候，人们就要强迫他伸出手
来，并根据指甲根的黑色认出他祖源于非洲的标记。
既然大量的种族差别如此明显，就可能期望古代的题铭和绘画也能
提供某种关于有史时代最初的人类种族概念。埃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资
料。在埃及，我们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献，四千多年前埃及人的绘画，
画中的埃及人有跟现代人同样的特征。在第六王朝时代，在大约公元前三千
年，著名法老的题铭提到了纳西（Ｎａｈｓｉ）或黑人，他们成千上万地聚集在
一起，在埃及军队中服役并接受训练。在第十二王朝时代，在克奴赫特普
（Ｋｎｕｍｈｅｔｐ）的墓壁上描绘了阿木人（Ａｍｕ）的行列。根据他们的特征可以
得出结论：他们跟叙利亚人（Ｓｙｒｉａｎｓ）和希伯来人属于同一种族。在第十
八王朝，在法老墓的壁画中，很好地保留了用彩色描绘的由埃及人划分的四
大种族形象。首先是棕红 色的埃及人；其次是巴勒斯坦（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居民，
他们侧脸如鹰，肤色黝黑；然后是扁鼻厚唇的非洲黑人；最后是白皮肤的利
比亚人（Ｌｉｂｙａｎｓ）。由此可见，当时人类由于肤色和特征不同，已经分成十
分显著的种族。古代的这种类型划分清楚到这种地步，以致现在还仍然能够
识别出来。古代遗迹上的埃塞俄比亚人（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在今天还能找到完全
相像者。埃及尽管遭受过无数次外国侵略，大量农村居民仍然保留了十分纯
洁的血统，所以从他们中间能毫不困难地挑出与法老王时代完全相像的人。
只要用旧文献的古体风格描绘一下他们的肖像：在转为侧睑和侧身姿态时眼
睛直瞧着观众，那么，那样的一些埃及人立刻就会浮现在我们面前，他们在
旧时即抓以色列人（Ｉｓｒａｅｌｉｔｅ）作奴隶的时期就照这种方式来描绘自己。
同样，古代埃及人的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脉尼基人或希伯来人俘虏的画
像，同样显示着那些以色列型的最为鲜明的特征，而这种特征，现时在欧洲
任何城市中都可以见到。简言之，古代文献、地理和历史的材料都证明，伟
大的人类人种的划分并非始于近时，而是早在史前就确定了。很明显，如果
将通过种族通婚（ｉｎｔｅｒｍａｒｒｉａｇｅ）而形成的混合种族除外，从那时起种族

的变化是很微弱的。
由此可见，应当把有史时代仅仅看作是人在地球上生活的最新时期。
在它的后面还有前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完成了人类种族形成的主要历
程和它们在全世界的传布。
虽然没有任何确定这一时期久长的标准，但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把
它作为一个极长的时期。如果看一看用各种颜色标明每一地区居住的种族的
民族学地图，那我们就会一目了然，世界居民的种族并非是偶然配置的，这
里是白种，那里是棕种，在它们之间或是黑种。与此相反，在广大地区种族
的整个传布，像是人在那里生活成长，就成了那里的一种特殊的种族类型，
显然，这是或多或少踉居住地区的气候有关的。十分明显，大量的黑林人，
属于近赤道的非洲和东方列岛；黄种人，属于中亚和南亚；白种人，属于气
候温和的亚洲和欧洲。依据地图甚至可以推测出某些地方是某地区最初的中
心，各种族在这些中心区形成以后，逐步从这里开始广泛深入地向外传布。
当然，如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黑种人、蒙古种人、白种人以及其他种族
若是各自分离的，每一种族都是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中单独产生的话，那么，
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人就可以把地球住满，因为各种族只需从各自的诞生地
向外传布就够了。但是，以研究动物的类别和品种为职分的现代动物学家们，
是这一问题的最好评判人。他们依据两个主要原因，反对这种人类多元起源
论。第一是因为，所有的人类部族，从最黑的到最白的，其躯体构造和智力
机能具有如此普遍的相同点，这种相同点或许只有用起源于同一的、时间不
论有多么遥远的共同祖先来解释才最完满、最合理。第二是因为所有人类种
族，不管其形态和肤色如何，都能够通婚并形成各种混血种，如新大陆上由
于欧洲人、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进行通婚而产生的千百万黑白种混血儿以及
西班牙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而这正好为所有人类种族指明有个共同
的祖先。因此，我们可以用人类种族统一论来作为最符合日常经验和科学研
究的理论。但是，迄今为止，对于解决下列问题来说，我们所掌握的手段是
极不完善的。那问题是，现在的黑人、鞑靼人（Ｔａｔａｒｓ）和澳大利亚人的种
族祖先，在还未分成独立分支时，这些人类祖先的体形和智力的特征究竟是
怎样的。同样，我们暂时也还不清楚，是在什么原因的影响下，这些分支或
种族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头颅型式，形成了不同的皮肤和头发的颜色。现在，
我也还没有弄清楚，各种族先祖的特征有多少是由他们的后裔继承了，并由
同一种族各成员之间的联系而巩固了下来；或者，荏弱、愚钝的部族为了基
地和 生存在斗争中逐渐消亡，强悍、勇敢、有才能的部族得以生存下来。
从优胜者传下来的民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多少祖先的印记；或者，全是迁
徙来的部族，由于气候、食物和习惯的改变，在人体上发生了多少变化，因
为人类住遍全球是和适应不同地方生活的新种族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人类
种族变化过程中，不管有哪些明显的和较不明显的原因在起作用，不能设想，
这样的一些差别，例如英国人和黄金海岸黑人之间的那些差别，是由某些微
末的种的变化来决定的。与此相反，这些差别在动物学上具有如此之大的重
要性，以致人们拿它跟自然科学者用来确定品种归属的动物之间的差别相比
拟，例如圆前额的棕色熊和白毛、长扁头的两极熊之间的差别。因此，假如
我们设想的非洲人、澳大利亚人、蒙古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先祖确有个统
一的整体的种族时代，那么，种族同一起源的理论理应得以成立，这一设想
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和经历这种变化的漫长时间，它远比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

事情的变化的时间更长。按照我们的假设，我们站在码头上，如果以这种观
点去观察黑种人、棕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去研究他们，就会在他们中间
看到遥远的过去，因为每一个中国人或黑人，在他们的脸上都带着古代人类
的生动表记。
现在再走得远些。是什么能告诉我们人在地球上生存之远古时代呢，
是人的语言吗？原来在世上彼此不同的语言有近千种。但是，一眼就能发现，
它们完全不是单独产生的。
有一些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显示出十分接近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
说明这些语言都起源于同一种原始语。这些语言就称作为一个语族，可以把
最著名的语族之一作为语言形成方式的例证。在古时，拉丁语（我们是在广
义地使用这个词）是罗马和其他意大利地区的语言，然而随着罗马帝国领域
的扩张，它也就传到广远地方，取代了各地方原来的语言。在到处都发生某
种变化的情况 下，拉丁语使为罗曼语族开了端。众所周知，这个语族包括
有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在分别经历数个世纪之后，这些语言已经彼
此不同到哪种程度，可以用下列事实来判断；迪耶普（Ｄｉｅｐｐｅ）来的水手说
的话，在马拉加（Ｍａｌａｇａ）就不能听懂意思；而通晓法语的却不能读但丁。
但罗曼语保留的共同起源于罗马的痕迹达到如此程度，可以拿意大利语、西
班牙语和法语的每个句子，把它们的每一个词都追溯出相近的古典拉丁语的
词；具有一般特点的拉丁语，可以视为这些语言的最初形式。在这里，我们
引几句众所周知的谚语来作例子，但要预先告诉读者，为了比较的方便，完
全 没 有 使 语 言 结 构 具 有 精 确 的 语 法 形 式 。 意 大 利 语
Ｅｍｅｇｌｉｏｕｎｕｏｖｏｏｇｇｉｃｈｅｕｎａｇａｌｌｉｎａｄｏｍａｎｉ．ｅｓｔｍｅｌｉｕｓｕｎｕｍｈｏｄｉｅｑｕｉｄｕｎａｇａｌ
ｌｉｎａｄｅｍａｎｅ ． 意 为 ： 今 日 之 蛋 ， 胜 似 明 日 之 鸡 。 Ｃｈｉｖａｐｉａｎｏｖａｓａｎｏ ，
ｃｈｉｖａｓａｎｏｖａｌｏｎｔａｎｏ．ｑｕｉｖａｄｉｔｐｌａｎｕｍｓａｎｕｍ，ｑｕｉｖａｄｉｔｓａｎｕｍｖａｄｉｔｌｏｎｇｕｍ．意
为：走得缓，就走得安全；走得安全，就走得远。西班牙语
Ｑｕｉｅｎｃａｎｔａｓｕｓｍａｌｅｓｅｓｐａｎｔａ． ｑｕｅｔｃａｎｔａｔｓｕｏｓｍａｌｏｓｅｘｐａｖ（ｅｒｅ）． 意为：
歌唱可以驱走苦难。
Ｐｏｒｌａｃａｌｌｅｄｅｄｅｓｐｕｅｓｓｅｖａａｌａｃａｓａｄｅｎｕｎｃａ．
ｐｅｒｉｌｌａｍｃａｌｌｅｍｄｅｄｅ－ｅｘ－ｐｏｓｔｓｃｖａｄｉｔａｄｉｌｌａｍ
ｃａｓａｍｄｅｎｕｎｑｕａｍ．
意为：顺着大街“快”奔回家，“永远”不能到达。
法语
Ｕｎｔｉｅｎｓｖａｕｔｍｉｅｕｘｑｕｅｄｅｕｘｔｕｌ’ａｕｒａｓ．
ｕｎｕｍｔｅｎｅｖａｌｅｔｍｅｌｉｕｓｑｕｏｄｄｕｏｓｔｕｉｌｌｕｍｈａｂｅｒｅ－
ｈａｂｅｓ．
意为：“自己拿”一个，比“人家给”两个好。
Ｐａｒｌｅｒｄｅｌａ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ｓｌａｍａｉｓｏｎｄ’ｕｎｐｅｎｄｕ．
ｐａｒａｂｏｌａｄｅｉｌｌａｍｃｈｏｒｄａｍｄｅ－ｉｎｔｕｓｉｌｌａｍ
ｍａｎｓｉｏｎｅｍｄｅｕｎｕｍｐｏｎｄ（ｏ）．
意为：（任何时候也不应）在吊死人的家里说起绳子
从上面所引句子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
法语实际上是拉丁语的改造；它们的单词从母语而来又随着漫长的时间一代
代地发生变化。即使在假定拉丁语失传的情况下，语言学家仍然能够通过对
一系列罗曼语的比较，得出某一时期曾存在过这种由它产生出许多语言的母

语，——当然，这样所复原的拉丁语，只能提供一点有限的关于词汇和关于
语法上的单词变化的概念。借助这种论断，已经失传的母语，可以根据派生
语之间的相似点重新复原。这类方法也可以顺利应用到别的欧洲语言上。
我们设想，仔细听一群荷兰海员的谈话。他们的话起先听起来可能不
大明白，但过一些时候，敏感的耳朵就会听出一些很熟悉的（对英国人来说）
词的声音，连成整个句号或许就像下面这样：“ Ｋｏｍｈｉｅｒ！Ｇａａａｎｂｏｏｒｄ ！
ＩｓｄｅｍａａｎｏＰ？ＨｏｅＩｓｈｅｔｗｅｄｅｒ ？ Ｎｉｅｔｇｏｅｄ ． ＨｅｔＩｓｅｅｎｈｅｖｉｇｅｓｔｏｒｍ ，
ｅｎｂｅｔｔｅｒｋｏｕｄｎｕ．”这些词由于跟我们英文书写不同，掩盖着它们之间的相
似性，但在发音方面，这些句子眼相应的英语句子是极为接近的，例如，
“ Ｃｏｍｅｈｅｒｅ ！ Ｇｏｏｎｂｏｒｄｌ ！ ｔｈｅｍｏｏｎｕＰ ？ Ｈｏｗｉｓｔｈｅｗｅａｔｈｅｒ ？
Ｎｏｔｇｏｏｄ．Ｉｉｉｓａｈｅａｖｙｓｔｏｒｍ，ａｎｄｂｉｔｔｅｒｃｏｌｄｎｏｗ．”（意为：请到这儿来！到
船上来！月亮升起来了吗？天气怎么样？不好。有狂风暴雨，现在冷得厉害。）
很明显，假如不是起源于同一母语，任何两种语言也不可能如此近似。这种
论断实际上跟各民族本身起源的论断极为相似。正如我们说的，荷兰人和英
国人彼此有如此相近的气质，必定是来自同一个种族；我们也可以这样断言，
他们的语言彼此如此相似，必定是起源于同一种语言。因此可以说，荷兰语
和英语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弗赖斯兰（Ｆｒｉｅｓｌａｎｄ）语原来跟它们也是这
样亲近的。由此可得出结论，在某个时期曾有过某种母语（或是一种方言），
它或称为原始的低荷兰语（ＬＯＷ－ＤｕｔＣｈ）或低地德语（Ｌｏｗ－Ｇｅｒｍａｎ），虽则
这种语言实际上并未发现，因为它没有传到能笔录而且能用这种方法保留下
来的时候。
不难了解，随着时光的流逝，随着属某一语族的各种语言各自走上
单独的道路，借助对整个句子的比较来查明它们的族系关系，变得越来越有
可能。如果两种语言不仅在词汇中显示出各单词之间相对应，而且在实际言
语中，这些单词的组合也借助相似的语法形式，那么，语言学家起先还不得
不把结论基于不够完善的相似性上，而现在能说明结论的材料就越来越充分
了。因此，将印度婆罗门的古代语言——梵语跟希腊语和拉丁语加以比较时
就会发现，梵语的动词“表现“给”这个概念，通过重复和附加人称冠词应
用，就变成 ｄａｄａｍｉ，类似希腊文的 ｄｉｄｏｍｉ，梵文由同一个同根产生的未来
式的形动词 ｄａｓｙａｍａｎａｓ，跟希腊文 ｄｏｓｏｍｅｎｏｓ 相符，同时梵文 ｄａｔａｒ 也符
合希腊文 ｄｏｔｅｒ— — 给予者。
正是这样，拉丁文 ｖｏｘ，ｖｏｃｉｓ，ｖｏｃｅｒｎ，ｖｏｃｅｓ，ｖｏｃｕｍ，ｖｏｃｉｂｕｓ 跟
梵文 ｖａｋ，ｖａｃａｓ，ｖａｃａｍ，ｖａｃａｓ，ｖａｃａｍ，ｖａｇｇｂｈｙａｓ 相符。在某些独立语
言之间，一下子就能找到如此多的类似现象，而这种类似现象叉是在梵文、
希腊文和拉丁文之间发现的，这除了认为它们全都来自某一种古代母语，后
来只是各朝不同方向发展而偏离了母语以外，找不到任何别的解释。这种方
法证明，不只上面提到的三种语言由于同一起源彼此是亲近的，而且对于亚
洲和欧洲的某些古代语和新语来说，对于印度类型语言来说，对于波斯语、
古希腊语或希腊语、意大利语或拉丁语，对于俄语所从属的斯拉夫语，对于
英语为其支系的条顿语，对于威尔士语（Ｗｅｌｓｈ）所从属的凯尔特语等来说，
这种方法也能证明这一点。上述这些语种全是一个原始共同语的后裔，这种
原始共同语现时在理论上称之为雅利安语，虽然它实际上只不过是借助于对
其后裔的比较而推测确定的。我们能够在现今谈论古代，是因为雅利安语中
的某些语言以极古的形式传到了现在。印度和波斯的经典保留了梵语和任德

（Ｚｅｎｄ）语。语言学家看来，这两种语言在结构上表明它们的起源，较之最
早的希腊和拉丁的题铭和属于大流士（Ｄａｒｉｕｓ）时代的岩壁上的古波斯楔形
题铭更为古老。但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最古雅利安语各支，彼此就已十分不
同，发现它们的共同起源本身，是现代语言学最伟大的、经过很大困难才获
得的功绩。那些能够说明威尔士语跟希腊语和日耳曼语有亲族关系的微弱的
相似点，向我们提供了某个十分遥远的时代的信息，那时所有这三种语言分
别从远在有史时期之前已不存在的最初的雅利安语开始发展起来。
在世界历史中，古民族语言中还有一组伟大语言占有崇高地位。这
就是包括希伯来语和腓厄基语在内的闪米特语族，其中还有按照尼尼微
（Ｎｉｎｅｖｅｈ）的楔形文字阅读的亚述语。《可兰经》的阿拉伯语是这一语族的
伟大的现代代表，从一些众所周知的句子的比较中，可能看出它跟希伯来语
的密切关系。阿拉伯人（Ａｒａｂｓ）到现在为止还用 ｓａｌａｍａｌａｉｋｕｍ（［将赐予」
你和平）这两个词来欢迎外国人，这跟古代希伯来人（Ｈｅｂｒｅｗｓ）的下列说
法相近似：Ｓｈａｌｏｍｌａｃｈｅｍ，亦即“和平幸福属于您”；还有常常听到的阿拉
伯人的感叹语：ｂｉｓｍｉｌｌａｈ，可能是希伯来语 ｂｅ－ｓｈｅｍｈａ－Ｅｌｏｈｉｍ（以上帝
的名义）的转述。正是《圣经》中所提到的希伯来的名字，为阿拉伯许多私
人名字提供了解释，例如，Ｅｂｅｄｍｅｌｅｃｈ，从牢狱中解救出杰里迈亚（Ｊｅｒｅｍｉａｈ）
“国王之仆”，跟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哈里发的名字 Ａｂｄｅｌ－Ｍｅｌｉｋ 有极为近似
之处。但是，这些闪米特族语言中没有一种是对整个语族具有母语意义的，
就像拉丁语对于意大利语和法语那样。所有这些语言——亚述语，腓尼基语，
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仅仅是互相亲近的分支，这些分支指出，曾存在过
某种早已消失的母语。象形文字的古代埃及语言，不可能是闪米特语族的一
员，虽然它也表现出跟它们有某些相似的特征，这些特征仅能指出它们有某
种非常遥远的亲近关系。同样清楚，在公元前两千年还存在过两种语言，它
们既不属于雅利安语，也不属于闪米特语，这就是古代巴比伦语和古代汉语。
至于世界较远地方的语言，例如美洲的语言，对它们的认识也证明，它们同
样是由无数单独的语系或语族组成的。
这个在世界上最早的、为我们所熟知的语言状态的粗略轮廓，对于
做出下列这个重要结论来说是足够的。那个结论是，创立语言的主要过程是
在前历史时期完成的。在语言学能够帮助我们的程度上深入研究古代，我们
所遇到的已经是彼此在单词和结构方面不同的若干语系，即使这些语言之间
曾在某个时候有过某种密切关系，我们也不能找到亲密关系的鲜明标志了。
最有耐性的研究也没有发现人类原始母语的痕迹。通过对现存语言的研究而
构建的最古的语言类型，都没有显示出任何标志，使我们有权得出它们曾是
人类原始语言的结论。甚至可以肯定地断言，它们最早并不是这样的，但是
长期的发展和衰落，极大地消磨了可以使每一种特别的声音表现其特殊意义
的那种过程的形迹。
从临近有史时期的时候起，人在语言的新的创造方面做得极少，原因
很简单，因为从自己父辈那里学来的那些词汇，就已经足够满足他的需要了，
而当出现某种新概念时，他就把旧词改造为某种新形式。因此，对语言的研
究同对种族的研究一样，使我们获得了同样的关于人的古代的结论。当问到
人类已经存在多久时，语言学家回答，就人类语言从最早的萌芽发展到能够
构造复杂的语言来说，就构造复杂的语言又发展为在地球上传播的语族来
说，它的存在应当是十分久远的。这一巨大的工作在发展到出现埃及、巴比

伦、亚述、腓尼基、波斯、希腊最早的题铭时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些题铭证
明，人类的一些伟大的语族，到此时已经是各方面完备地存在了。
现在我们把目光停留在文化或文明上，看一看它是否显示出早在某
些历史证据所说明的最早时期之前，人就已经生存并劳作的形迹。为此还必
须了解，技术、知识和制度的一般发展进程是怎样的。按照宝贵的旧规，永
远应当从已知推向未知。而一切并不愚笨的人，都会给我们讲述许多他们亲
历的有关文明如何发展的生活经验。有个老人对英国的回答，就是根据他的
回忆，叙述他儿童时代英国是怎么样的。对那些发明和改良何时起在他眼前
完成的回答，这本身就已经是珍贵的一课。例如，他从伦敦乘早晨特别快车
出发，当天中午前便可到达爱丁堡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这时他回忆起过去的时
代，说当时这样的旅行通常是乘公共马车大约需要两昼夜时间，那还是快的。
看到路盘旁边的信号标后，他回忆说，从前这些扬旗（也就是信号器）是最
好的电讯手段，它们矗立在伦敦和普利茅斯（Ｐｌｙｍｏｕｔｈ）之间的小丘上，挥
动臂膊，传送海军部的急讯。想到代替它们的电报，又使他回忆起，他年轻
时代这一发明始于电和磁力之间的联系的发现。这又使他联想到另外一些揭
破自然奥秘的现代科学发现，例如光谱分析，它在现时以极大的精确性确定
了遥远星体的物质成分，虽然我们的父辈曾经坚信，在世界上这是任何时候
任何人所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的这位交谈者还会告诉我们，人类的知识不只
扩大了，而且远为广泛地普及了。和从前相比，过去富裕的农场主的儿子，
实际上还不能像现在普通工人的儿子那样，有权受到如此之好的教育。他能
进一步向自己的听众阐明，在他生活的过程中，国家的法律已经如此地得到
改善并已被认真执行，现在再也不会因盗窃而把人绞死；现在已比较注重罪
犯的感化，并以此来代替从前对他们的简单惩罚；生命和私有财产现在较之
旧时代已经更有保障了。最后（这是很重要的）他能根据自己的回忆证明，
现在人们在道德方面比他们过去也好了些；现在社会舆论还确立了一些比前
几代更高的行为准则，——这一点可以从现在对骗子和酗酒者的严厉谴责中
看出来。从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的生活流程中所完成的文明过程的类似事例中
可以鲜明地看出，世界不是停止不前的，而新技术、新思想、新制度、新生
活准则总是不断从旧的事物状态中发生或发展着。
但是，文明在现代得以如此迅速成长或发展，显然是它从人类在地
球上生活的最早时期起，就在或多或少地积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证据可以
证明这一点。历史，它是如此之深地源于古代，它证明，技术、科学和政治
制度起初是在很简陋的状态下发展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为完成它的
使命，它变得更为合理，更为系统，安排或组织也更为完善了。不需引用许
多这种众所周知的例子，我们只要提一下，代议制或议会制的历史是从古代
的领袖会议或乱哄哄的全民大会开始的。医学的历史可溯源到那样的时代，
当时“冷热病”（希腊文 ｅｐｉｌｅｎｓｉｓ）实际上被认作是恶魔作祟，使人患病
并使他痛苦。
但是，我们在这里打算比历史教科书中的这类普通知识走得远一些，
讨论一下文明在更为遥远的时代经过了哪些阶段。在这方面，宝贵的辅助手
段之一是考古学，例如，它会告诉我们早期人类部族所使用的石斧或其他简
陋的工具，并由此证明，这些部族的技术状态是多么低下；下面我们将较详
细地介绍这一点。旧的文化遗留物是我们另一个有益的指导者。当深入观察
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技术和习俗的时候，研究者总会发现产生新体制的事

物之较旧状态的遗留。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自问：为什么现在穿着这种剪裁
得很奇怪的燕尾服呢？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解释：齐腰的部位把前襟剪去，是
因为古时骑马时可以不受大礼服前襟的妨碍；同时，腰后那两个无用的钮扣，
也是那些时代的遗留，当时实际上是用它们在后面束紧前襟的；在剪裁得很
奇怪的领子上开沟，这在现在也是完全不恰当而多余的，而当时这是为了能
视需要将领子时而竖起，时而翻开；精致的袖头则是模仿从前普通的村里；
假的翻袖口，现在用袖口上一道简单的缝来标志，这是真正的翻袖口的遗留，
当时有卷袖头的习惯。可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典礼上穿的燕尾服，其式样特
点实来源于古代流行的一般外衣，人穿着它骑马和工作。同时，如果谁想在
现代英国人生活中探求诺尔曼人曾在八世纪前征服的证据，那么，这些证据
之一可以在城市公告员的“ｏｈｙｅｓ！ｏｈｙｅｓ！”中找到。他自己也不明白这句话
的意思，却继续保持古代法兰西的宣告形式：“ｏｙｅｚ！ｏｙｅｚ！”即“请听 着！
请听着！”类似的遗留可能来自更遥远的文明时期，这可以用印度生活中的
一个例子来加以证明。在那里，有个民族虽然几世纪以来都已借助石头和钢
铁取火以供实际应用，但是，婆罗门教徒为了每天的祭扫而需要取火时，他
们仍然继续采用原始方法，以削尖的木棒用力去钻另一块木头，直到出现火
星为止。若问他们既然已知道好得多的方法，又为什么还如此地浪费劳力呢？
他们会回答，这样做是为了获得纯洁而神圣的火。但是我们非常清楚，实际
上，这是他们通过没有改变的习惯保存着昔日他们远祖较原始的生活的遗
留。所有这些技术和科学的种种研究方法普遍地证明，科学和技术任何时候
也没有终极的和完善的形式，不能像从宙斯（Ｚｅｕｓ）的头上生出雅典娜那样。
它们循序渐进地发展着，而在缺乏任何实际资料的地方，研究者常常能够根
据它的一种形式，推测出现有发明的起源的可能途径。例如，看了弩和普通
的弓，不能不获得这样的信念，弓发明较早，而弩是后来把普通的弓附着在
托上，并安装了一个能瞄准后放弓弦的特殊引发机而制作成的。虽然历史并
不能告诉我们，它是何人和何时制造出来的，但我们几乎同样相信我们的推
测，就像相信那些历史上的著名事实一样：弩导致带引火线的老式火枪的发
明，而这种发明又导致火绳枪的发明，它又过渡到雷管枪，然后又过渡到带
有后枪膛的装弹火枪。
综合所有这些研究手段，我们常常可以勾勒出大家都知道的技术或
制度的全部发展进程，从它在文明世界的高级状态，按相反的顺序回溯到它
在最原始的人类部族生活中的萌芽。例如，我们来观察一下考取大学学位所
采用的教科书里所阐明的当代数学的发展进程。生活在伊丽莎白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女王时代的学生，既没有机会学微积分学，甚至或许也没有
机会学解析几何学，因为现在称为高等数学的这种学科，是后来才发明的。
进一步追溯到中世纪，我们就来到只采用代数的时代。当时代数是一
种新事物，这应当归功于印度的数学家及其学生——阿拉伯人；与此同时，
我们发现，记数符号 ０、１、２、３ 等等作为对旧的计算盘（算盘）和罗马数
字 １、ＩＩ、ＩＩＩ 的改善而开始使用。再进一步深入到古典时代，我们就来到
欧基里德和其他希腊几何学家的方法最初出现的时代。于是最终我们到达大
家所知道的巴比伦和埃及最早历史时期的数学时代，即要完成现代孩子们在
初级学校里能轻易完成的课题也较困难的算术时代，和由某些实际测量规则
组成的简陋的几何学时代。这就是由数学发端史所提供的材料，此外我们还
有另外一些能揭示这种科学经历哪些低级阶段的材料。至今还用来标志不同

长度的名称如一肘、一掌、一脚、一拃、一指等等，说明在精确度量单位还
未发明时，测量术是如何产生的，人们为确定某物的长度，在它的上面放上
自己的手掌或脚。同样有大量的材料证明，算术是从手指和脚趾的计算中产
生的，就像至今还能在蒙昧人中间看到的那样。在多种语言中一些标志数字
的词，显然是在用手指计算日常事情的时期中形成的，并且从那时起就保留
在语言中、例如，马来人（Ｍａｌａｓｓ）用“里码”来表示五，这个词（虽然他
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从前表示“手”；显然，这个词就是古老时代的遗留，
他们的祖先当时需要有个词来表示五，于是就举起一只手来，并且说：
“手”。
我们采用十进法的原因（即用十进位代替较方便的十二进位），显然在于我
们的祖先养成了按手指数十的习惯；从那时起，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
这代表了原始人旧习的遗留。下面几章将提到技术起源最初萌芽的无数例
子。例如，在研究工具的时候，我 们看到，自紧握在手中的弄得粗糙的石
头，发展成安在木柄上的较为细致的、类似斧头的石刀，到采用金属以后，
石刀又被青铜的或铁的刃具代替，到最后变成最完善的现代那种带钢刃、安
在结实柄把上的林业斧为止。第八章中所引的各种型式，就表现了斧头在发
展中的巨大步伐。斧头早在纪年之前和有史之前就出现了，并很快成为人们
在其自力发展中最重要的辅助工具之一。
以上所述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文明永远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或者它的变化永远是前进的。相反，历史告诉我们文明有时会长期停滞不前，
有时还会稍有后退。为了理解这种文化衰落现象，就必须明白，高级的技术
和最为健全的社会结构并不总是占有优势；实际上，它们可能太过于完善了，
因为人们只需要适应他们发展条件的东西。
这可以从一位英国人在新加坡所做的研究中得出极为有益的教训。他
惊异地发现，在那里，有两种奇怪的手工业十分繁荣。一种是购买英国造的
旧海船，将它们拆毁以后，再装备成中国帆船式样。另一种是购买英国的击
发枪，把它们变成带燧石枪闩的老式武器。
乍一看这可能是极端愚蠢的行为，但若仔细观察，事情原来很有道理。
对于东方海员来说，驾驶欧洲装备的船只是如此困难，因而把它们装备成他
们已经习惯了的较笨重的船只，是更适合他们使用的；至于枪支，对生活在
炎热又潮湿的森林中的猎人来说，使用自己的枪上的火石，比携带和保存易
受潮的弹药要方便些。在上述情况下，人们所需要的不是高级的文明产品，
而是某种适宜于他们情况的和最易找到的东西。同样的规则也适用于接受新
的文明和保持旧的文明。当某个民族由于迁入一个新地方，生活发生变化的
时候，或者由于战争和家庭的灾难，或者由于跟某一低级种族混合，祖先传
下的文化就有可能成为不很需要或不能容许，因此就会开始消亡。类似的退
化现象，在东印度，在葡萄牙人的后裔中可以看到，葡萄牙人由于和土著人
通婚而发生变化，处于文明进程之外，以致现在新近到达的欧洲人专门来看
这些在自己那丰裕的热带花果中间、在茅屋周围徘徊的人们，好像这些人是
特意移居到那里，用自己作例子以教育人们：在没有努力必要的情况下，人
的文化是可能衰落的。文明丧失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从前较为兴盛的民族的
毁灭和被赶出家园，就像勺勺尼（Ｓｈｏｓｈｏｎｅｅ）族的印第安人的遭遇那样，
他们自己找到了躲避其敌人——黑足人的隐蔽所。在落基山脉的蒙昧地区，
黑足人现在被称为印第安人掘食者，他们四处流浪，获得这个名称是由于靠
挖掘野生植物的根来维持他们可怜的生存。这类被遗弃者的卑贱的地位，某

些民族中一些技术的丧失，常常可用不顺境遇中文化的退化来解释。例如，
南太平洋岛上的居民，虽然库克（Ｃｏｏｋ）船长探访时他们并不是极粗野的民
族，可是他们只会使用石斧和石刀，他们没有关于金属的任何概念，他们把
从英国海员那里获得的铁钉栽在地里，希望出现新收获的幼苗。或许他们的
祖先从来没有使用过金属，然而也完全有可能，他们的祖先是早已知道金属
的亚洲民族，只因为移居到太平洋上的岛屿，远离了自己同种族的人，于是
丧失了使用金属的能力，又重新回到了石器世纪。研究者必须认识文明中退
化现象的重要性，仅是．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一事实，主要目的是指出，它无
论如何与文明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那种发展论不相矛盾。起先不
掌握什么，也就不可能失掉什么；因而假如我们在什么地方遇到已丧失祖先
的高级文明的部族，那就更应当去阐明，这种高级文化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一般的是，无论在那里发现制造出来的技术设备、抽象的知 识、复
杂的制度，它们都是从较早的、较简单的和较粗野的存在状态中逐渐发展的
结果。没有一种文明阶段不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的，但是又总是从前一阶段中
成长或发展起来的。这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应当很好掌握的重要原则，假如他
既想了解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又希望了解过去的历史的话。让我们来看
看这对于古代和人类早期阶段具有怎样的意义吧。埃及和巴比伦的文献证
明，在距我们六千年前，某些民族就已经进入了高度的文化状态。毫无疑问，
当时及以后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居住着野蛮人和蒙昧人。但是在尼罗河和
幼发拉底河流域，当时文明已经存在了。古埃及人掌握了文字艺术，这是文
明民族的最重大的标志；事实上，他们碑铭上的象形符号，就是我们的字母
的基础。这是一个精于耕种和从田地上去得到收获的民族。他们的田地由于
每年的洪水施肥，收获丰富，能够维持稠密居民的生存。古埃及人在建筑业
上人数众多而且技术精巧，每一个有机会看到使这个民族在整个历史中都赫
赫有名的金字塔的旅行者，能够很容易作出这种判断。宏伟的 Ｇｉｓｅｈ 金字塔
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世界上奇迹之一：这是一座由凿成方形的石灰石和黑花岗
石建成的山，正如伦敦的居民们对它的体积所评价的，它建基在一个堪与林
肯因河广场（Ｌｉｎｃｏｌｎ’ｓ－ＩｎｎＦｉｅｌｄＳ）相媲美的广场上，比圣保罗大教堂还
要高。它那巨大石块的完美性和内部大庭及走廊的精巧，证明着这不单是石
匠的技术，而且也是实用几何学家的技术。金字塔诸面底座的基本方位，其
精确性证明古埃及人是天文学现象的杰出观察者。昼夜平分的日子（春分、
秋分）可以通过金字塔一个面所看到的日落情况来确定。
周围的阿拉伯人至今还在根据它的阴影来检验他们的天文学知识。关
于埃及人的消息溯源于古代，我们就可发现，他们当时已经会炼铸青铜和铁，
金和银。因而，他们的技术和习惯，他们的雕刻和建筑业，他们的计算和测
量，他们的职务体制及其管理者和司书。
他们的宗教及其僧侣的等级和固定的仪式，所有这些显然都是随之不
断发展的结果。或许，注意观察像不列颠博物馆中第四王朝时期法老陵墓那
样一些早期文物，就能形成关于古代文化的最高概念。根据这座墓可以发现，
在这个时期，埃及人的文化就已经开始固定化和传统化了。艺术已经达到了
这样的阶段，当时人已经开始觉得，任何继续进步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
的祖先已经建立了十分完善的生活规则，对它们进行任何改造、变动都是犯
罪行为。关于古代的巴比伦人或迦勒底人我们所知甚少，但是他们的文献和
题铭证明了他们的文明是古老的和高度发展的。他们从楔形府号作文字；这

些符号大概是他们的发明；而他们的继承者——亚述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这
些楔形符号。他们是伟大的城市建设者，刻有他们国王名字的砖是其宏伟庙
堂的见证，例如建在城内供奉乌尔（Ｕｒ）神的庙堂，“圣经”的历史故事就
称之为迎勒底人之乌尔。他们的法律条例保留了下来，这些法律是如此进步，
甚至其中包括关于出嫁妇女的财产的规定，并宣布父亲或母亲抛弃儿子有罪
要加以监禁，杀死自己的奴隶或一般残酷地对待奴隶的主人要缴纳罚金，一
昼夜为半斗粮谷。那种使迦勒底人和巴比伦人从那时起就著称于世的占星
术，用于对天体进行精确的观察，后来从这种天体观察中就产生了作为科学
的天文学。这个在文明史册中以如此的黑体大字记下自己名字的民族，也跟
埃及人一样，是属于同一个邃古时期的。那两个民族的文化比一切都早地已
由它们过去伟大时代中产生的题铭所证实，因此可以更有把握地引用这些题
铭，而其他民族只在较晚时代才提出一些书面文献 以证明其古老性。在研
究古代文明的时候，它会使人觉得它是由跟我们具有极其相似的智力的人创
造的。对于文明的创造事业来说，不需要任何超人的力量，而需要普通人的
本性，这种本性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摸索前进，这种本性能获得伟大的成果，
然而同时，这些成果获得之后，甚至连一半也不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本性解
决了文字艺术的伟大任务，但同时又不能看到，把笨拙的象形文字变成字母
之后如何加以简化；这种本性认真地思索出了宗教的对象，但是却保持了对
狗和猫的崇拜，这种崇拜即使是对古代世界来说，也是显得荒谬可笑的；这
种本性创立了天文学，同时又在占星术的愚昧的迷途上徘徊。在他们的最令
人注目的文明传播者的努力中，能够识别出在此之前曾居统治地位的那种野
蛮状态的遗留；埃及的金字塔是坟墓的古碑，这种古碑跟英国史前的古碑相
似，和后者的区别只是它的宏伟巨大利用凿方的石或砖来建筑；具有人、动
物和各种物体的形象的埃及象形文字本身就述说着它的发生史，述说着它们
是如何从过去用像在美洲粗野的狩猎部族中所见到的那些画图来表达思想的
过程中产生的。由此看来，文明在它有史以来的最早时刻，就已经达到了那
样高的水平，这只能用经历了漫长史前时期的发展来解释。这个结论跟我们
在种族和语言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里并不想描绘人类刚在地球上出现时那种可能的生活图画。我
们认为，在类似上述关于文明过程的证据许可的情况下，深入探索过去却是
重要的。在判断人类从前怎样干活时，了解人类现在怎样生活同样能给予相
当大的帮助。一般地说，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蒙昧期，
野蛮期，文明期。它们能够用下列的方式来确定。
低级的或蒙昧的状态是：在这种状态下，人靠植物和动物来维持自己
的生存，但不耕种土地、也不驯养动物以供食用。蒙昧人可能住在热带森林
里，那里果实丰富，禽兽众多，因而不大的部族能够在一个地方生活，能够
整年找到食物。但是，在出产较少、气候较冷的地方，他们为了寻找野生植
物和动物，就不得不过游猎迁徙的生活。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很快地吃
光所获的食物。为了准备自己的粗糙的用具，蒙昧人采用了那些他们手下很
容易找到的物体，如木头、石头和骨头，他们还不会从矿石中熔析出金属，
因此，他们属于石器时代。当人们开始从事农业的时候，就可以认为他们升
到下一个阶段，或称野蛮阶段了。为了保障食物的储存，使之保留到下一个
收获期，于是就建立了固定的村庄和城市的生活，并在技术、知识、习惯和
管理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果。游牧部族应该归属于野蛮状态，因为他们虽然

从一个牧地转移到另一个牧地，并且可能妨害定居和农业，但他们的畜群却
仍然经常地供给他们奶和肉。某些野蛮民族并没有比采用石器前进得更远
些，但大部分民族已过渡到金属时代。最后，可以承认，文明阶段随着书写
技术的出现而开始了。这种技术牢牢地记下了历史、法律、知识和宗教以利
于将来的世纪，它把过去和未来结成为一条连续不断的智力和道德过程的锁
链。把文化分为三个大阶段，这在实践方面是极为方便的，并且具有下列优
点：它所说明的不是某些想象出来的人类社会状态，而是众所周知的、实际
存在的人类社会状态。显然，现存的证据证明；世界的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
是通过所有这三个阶段的，因为对巴西森林的蒙昧人、新西兰或达荷美的野
蛮居民和欧洲的文明人的研究，能够成为理解文明过程的最好的研究参考；
但是，必须同时记住，比较只能作为参考，而绝不能给予完全的说明。
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基本的结论：即使是在文明的地区，从前也
必定曾居住过蒙昧的和野蛮的部族。幸而这些粗野的古 代人的生活画面，
并非只是借助想象来再现，因为从博物馆那些能看到和摸到的东西中，能够
找到可以凭信的遗留。我们应当着手研究古生物学和地质学能给我们提供的
关于人类久远年代的证据；我们也应当着手解决下列问题：这些情况证明了
什么？ 当某一位博古学家在研究从某地挖掘出来的器物时，他通常能够确
定，这地方的居民处在那种文明状态。例如，若发现了青铜或铁制的武器，
精致的陶土器片，家畜骨骼，烧成炭的谷粒或织品片，这就是证据，它证明
这里居住的人处在文明状态，或最低限度处在高度发展的野蛮状态。假如发
现的只是石器和骨器，既没有看到金属，又没有看见陶土器，也没有看到那
些能指明耕种田地或畜养牲畜的遗留物，这就证明这个发掘地所居住的是某
种蒙昧部族。一个民族状态的主要问题之一，为是否采用金属制造工具和武
器。假如它采用了，这就是说，处在金属时代。如果它既没有铜，也没有铁，
人们只是用石头来制作斧头、刀子、矛尖和其他的切割和钻凿的工具，那就
是说，他们还处在石器时代。无论在那里，只要发现了像我们开垦田野时偶
尔见到的那样的石器，那么这就证明，在这个地方过去曾住过石器时代的人。
在世界一切住人的土地上，都曾发现过这类石器，这一事实极为重要，它证
明，各国居民从前在这方面都和现代的蒙昧人相似。
而自久远年代起居民早已加工金属的那种地方，常常丧失关于这些石
头器物的作用的回忆，在开荒或挖掘中发现它们后，人们于是讲述种种离奇
古怪的传说。无论在英国，无论在其他国家，最受人喜爱的解释之一就是：
石斧是随着闪电从天上掉下来的“雷箭”。
人们想象，在东方，在最古老的文明地方，可能找到一些没有任何原
始粗野状态痕迹的地区，因为在世界的这一部分，人能够一开始就出现在文
明状态之中。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亚述（Ａｓｓｙｒｉａ）、巴勒斯坦、埃及，
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也会发现磨尖了的石头，它证明伴着采用金属的高级文
明进入这一地区之前，这里也曾居住过石器时代的部族。
能否把欧洲看作是地球上居住最早人类部族的一部分，还是在任何
情况下也不能把它看作是这样的地方呢？至今已在欧洲发现的遗留物，是关
于居民的古老性的最好证据。
为了弄清这一点，应当指出，石器时代分为早期和晚期，任何一件好
的石器收藏品，经研究都能够明显地辨认这一点。在最晚的石器时代，斧头
通过砥石的研磨制做得又精细又尖利；锤子也是如此磨利矛和箭、刮具和劈

下的石刀，要花费劳力，但是它们被制做得十分精巧。这些石器一般跟现在
北美印第安人所用的非常相似。问题在于，制做这类石器的部落多少时间之
前曾在欧洲居住过。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在丹麦发现的那里存在的事
实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个地方的森林主要是山毛榉树组成的，佴是在泥炭层
里，埋有无数的槲木干，这就证明在较早时期，这里布满了槲树林；在再深
一些的土层里，埋有松树干，这说明比槲树林再早一些，这里生长的是松树
林。由此可见，这个地方有三个依次相继的森林期——山毛榉树期、槲树期
和松树期，——同时，泥炭层达到三十英尺的深度，这说明松树期距我们已
远至几千年。当一个森林由另一个代替时，生活在其中的人的状况也有了改
变。现代的樵夫用铁斧砍山毛榉树，但是在泥炭层的槲树干中间，曾经发现
过青铜利器和部分青铜盾牌，这说明当时这里的居民处于青铜时代；最后，
在更深层中发现了燧石斧，它理在泥炭层下面的松树干中间，这说明，丹麦
生活在松树期的是石器时代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不属于邃古时代。在英
国，遗留下这类石器的部族，早于凯尔特族（Ｋｅｌｔｉｃｒａｃｅ）入侵之前。我们
称凯尔特族人为古代的不列颠人，他们无疑是带着金属武器来的。远古居民
的石头斧刃和箭簇，散落在我国各地：在山 丘上和溪谷里，在沼泽里和荒
野里，在近地面或再深一些的地方，在泥炭田里和沉滓淤泥层里。这类沼泽
或泥泞地形成于年代学家称之为远古的时期。但是，习惯于大的分期的地质
学，却认为它们是最新的时期。这些地层属于最新的沉积层，也就是说，它
们是在陆地与河流的分布状况和现在几乎相同的时期形成的。为了形成这种
概念，只要站着从某一小丘的斜坡往下看广阔的溪谷就行了：可以注意一下
那平滑的泥沙表层越过溪谷直达另一边，而这种表层想必是由泛滥的大水淤
积成的；这水顺着主河床和小丘的两侧斜面流淌，和现在河流的方向极为相
近。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生活在这一从历史学角度很古老而从地质学角度不
算古老的时期，而他们的遗留物或许只能在当时的人或自然能够遗留下的地
方发现。
但是，存在早期的石器时代，当时地球的这一部分上生活着较为原
始的人类部落，那时的气候和地表跟现在显然不同。以河谷的斜坡来说，像
英国的欧斯河（Ｏｕｅｓ）和法国的松姆河（Ｓｏｍｍｅ）的河谷，比现在的河岸要
高五十到一百英尺，因此，不可能发生现在这样的河水泛滥，土层处在所谓
粗砂砾冲积层。从这些土层中，挖出了无数粗石器，它们是由那些显然是掌
握非凡的娴熟技巧之人的手制成的。凡是希望借助所需要的工具对这些物品
进行加工的人，都可以锻炼自己的手，并获得这种技巧。这种早期石器时代
的最好的工具是镐或斧。它们加工粗糙，那些砍伐或切削的工具的边缘，甚
至缺乏任何研磨的痕迹，这些就证明，制造它们的人还远没有达到晚期石器
时代的技术水平。在区别这两类工具及其所从属的时期，照例是采用约·卢
伯克（Ｊ．Ｌｕｂｂｏｃｋ）先生的术语——“旧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期”。假
如我们研究一下发现旧石器的砂砾层上层，那么，从这层的状态中可以明显
地看出，它既跟现在河流的淤积、沙岸的改变和谷底沉泥的作用无关，又跟
现在冲刷小丘斜面的雨水激流无关。这些砂砾层应处于陆地和河流的状况跟
现时所见状态不同的较早时期。这种事态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下列情况：溪
谷甚至还没有升到它原有的真实深度，或者，河面由于当时的暴雨，较之现
在宽阔得多——这是极为纠缠不清的地质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它们。
地质学证明，旧的冲积砂砾所属的那个时代，冰河期及伴随它的那种北极式

的气候在欧洲已经或刚刚过去。根据在砂砾层中和石器一起发现的骨骼和牙
齿，可以知道这地方跟旧石器时代的人同时存在的有哪些动物。獴犸或生满
浓密绒毛的象，和某些也已绝种的犀牛类，它们在森林里啃树枝吃，而特殊
的河马一类，跟现在活着的一类非常相似，常到河岸边来。在美洲的多岩的
山里，现在也还能猎取到麝香牛和凶恶的熊。在那个遥远的时代，英国曾为
这类动物提供了隐蔽所；而已经从地球上消失的古代岩穴熊，它曾是我国最
危险的猛兽之一。不列颠狮，比起现在的亚洲狮和非洲狮来是较大的品种，
或许甚至比希罗多德所记述的纪元前三世纪在马其顿的土地上游荡，袭击克
赛尔克斯（Ｘｅｒｘｅｓ）军骆驼队的那些狮子还要大些。根据当时北方存在有身
上长着密毛的鹿和獴犸这样一些情况来判断，欧洲过去比现在要寒冷，或许
像西伯利亚的气候。从何时起这个地方才有人，没有明显的证据。
或许他们是从较早较暖的时期延续生活了下来，或许他们只是前不久
才从较暖的地方来到欧洲。类似的工具在亚洲也有发现。例如，在南印度马
德拉斯（Ｍａｄｒａｓ）上面，东加特山（ＥａｓｔｅｒｎＧｈａｔｓ）山麓，有个由铁矿石和
红土构成的段丘，理面发现有石器，在制造方面跟欧洲冲积层的人的工具极
为相似。
这些獴犸期的欧洲蒙昧人，常常在悬崖峭壁的山脚旁和在洞穴中找
到自己的隐蔽所，就像托尔库耶（Ｔｏｒｑｕａｙ）附近的肯特洞（Ｋｅｎｔ’ｓＨｏｌｅ）那
样，在那里曾发现许多人的工具和动物的骨骼。对这些有骨骼的山洞——特
别在法国中部——的研究，给我们指出了古代某一类型部族的全部生活方
式。现时已经退居极北方广大地区的北方鹿，当时在法国大量聚居，这一点
可以由那些跟獴犸的遗骸一起埋在彼里高德（Ｐｅｒｉｇｏｒｄ）山洞钟乳层下的北
方鹿的骨骼和角来判明。和它们一起还发现了制作粗糙的石斧和石针、石臼、
骨矛尖、骨锥、箭的固定件以及其他适应于类似在哈得逊湾海岸上狩猎北方
鹿的当代爱斯基摩人生活方式的物品。跟爱斯基摩人一样，这些原始的法国
和瑞士的蒙昧人，把他们的闲暇时间用于雕刻动物形象上。在法国山洞中发
现的许许多多这类图画中，有獴犸的图像；这图像涂绘在一块獴犸骨上，并
且精细地勾画出了遍体的浓毛和巨大的弯曲的长牙，这些是獴犸跟其他类象
的不同点。在那里也发现了同样粗陋的人像，同两个马头和一条蛇或鳗鱼在
一起。得到这件物品是很有趣味的，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人的肖像。
由此可见，在那洪水泛滥高出现在河流一大树的时代，早期石器时
代的人就生活在这里了。当时这里的气候很像现在拉普兰德（Ｌａｎｌａｎｄ）的
气候，这种气候只适合子獴犸和北方鹿以及从这个地方消失或者全部灭亡的
一些非英国种的动物。在地理状态方面，在气候方面，在野兽界，到处都在
缓慢地发生着这类变化。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能设想，如此广泛的变
化会不是在非常漫长的时间内发生的，直到最后，晚期石器时代到来，河流
已经几乎降到了它们现在的水平，而气候和野兽已经几乎变成有史时期所见
到的那个样子。从实际发现的遗留物上，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所知道
的这些最古老的部族，是粗野的狩猎人和渔猎人的部族，他们是我们称之为
蒙昧人的那种人。但是，最好不对他们使用“原始人”这个术语，因为这个
术语可能赋予这样的意义，好像是说，他们实际上是在地球上最初出现的人，
或者最低限度是与之相似的人。獴犸期的人们在阿别维尔（Ａｂｂｅｖｉｌｌｅ）或
托尔库耶（Ｔｏｒｑｕａｙ）所应过的那种生活，其本身就说明不能把原始人的生
活加到它的头上。较为可能的是，这些旧石器时代的人是这样的一些部族，

他们的祖先生活在温和的气候下面，在谋取食物的技术中和自卫中掌握了笨
拙的技能，后来他们又通过艰酷的斗争，取得了反抗第四纪的严寒气候和凶
猛的野兽以保卫自己的本领。
这个时期发生在多少年前，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没有任何可靠
的资料。一些地质学家假设，这个时期在两万年前；而另一些地质学家则把
这一时期往后推移到十万年或更多的时间，但这完全是在没有任何计算标准
的情况下所做的简单臆测。在当前的认识状况下，简单地承认这个时期属于
我们纪元范围之外的地质时代，就可以了。某些著名的地质学家认为，被人
加工过的、因而证明人存在的那些石头，在法国和英国，是在早于最末一次
冰河期之前的冲积层中见到的。在冰河期的时候，大陆相当大的一部分曾被
冰海覆没；在冰海内，风把漂浮的冰山撞到现今的陆地上，将远处山上带来
的巨大岩块撞落下来。这一点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实，但是，如果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对人类古老程度的估计就必定还要增长许多许多年。无论如何，人
类在冲积期或獴犸期就曾存在，这是十分确凿的。这一点使得我们不能 哪。
怕是粗略地看到那较为遥远的人类起初在地球上生活的实际状况。因此，地
质学就为人类学的科学基础确立了原则。还在不久以前，当时年代学家有一
种习惯看法，认为地球和人不老于六千年，那时作为科学的地质学几乎还不
存在，因为当时对它来说，不可能有形成包含广泛循序渐进的动植物遗留物
的地层的连续过程。而现在，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根据地质时期延伸到千百
万年的理论被阐明了。诚然，人在这一很长的时期中是出现得较晚的。但是，
他在地球上的初次出现，也是在年代久远的时期，和这个时期比较起来，通
常称作上古的历史时期，不过是很晚的时期了。进入史册的若干千年只是把
我们引到不可胜言其长的前历史时期的末端；在前历史时期中，发生了人类
在地球上的初次扩散和大种族的发展，产生了语言，确立了大的语系，文化
发展到古代世界东方民族的水平——他们是现代文明生活的先驱和奠基者。
略述了关于人在地球上生活的古老性的历史学、考古学和地质学的
材料之后，我们将转入下列几章，较全面地去记述人类及其种属分类，也就
是他们的自然史，然后就来研究语言的自然条件和发展，此后研究知识、技
术和制度的发展，而文明就是由它们形成的。

第二章 人和其他动物

脊椎动物——种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猿和人——构造的比较——
手和脚——毛发——面部特征——脑——低级动物和人的智力 正确理解人
体的结构，和把我们的四肢和器官同别的动物同样的四肢和器官做一番比
较，这就要求有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础知识。我们在这里不准备对这些科学
进行论述，像赫胥黎的《初级生理学》和米瓦特（Ｍｉｖａｒｔ）的《初级解剖学》
这些指南那样。但是我们认为，对人在动物界的地位做一些指点性的略述是
有益的。这种略述不要求读者有任何专门的知识。
为什么其他动物的躯体在结构方面和我们的身体多少有些相符——
这是我们早在儿童时期学习过的课题之一。玩骑小马的孩子们，一个四肢着

地，另一个骑在他背上，他们已经具有了这样一些概念，使假扮的马，在头、
眼睛和耳朵、口和牙齿、背和脚等方面和真马彼此相近。假如我们询问某个
坐在篱笆上看着骑马而过的猎人的农村孩子，他就会讲出关于猎人和他的
马、狗和他所追逐的兔子的十分丰富的知识——它们都是具有相同类型骨架
或骨骼的动物；它们都是借助于同一类器官维持生命的——借助于用来呼吸
的肺，借助于消化从口和咽喉纳入的食物的胃，借助顺着脉管推进血液的心
脏；同时，它们的每只眼睛、耳朵和每个鼻孔，都同样具有视觉、听觉和嗅
觉的功能。农民极可能是自然而然地通晓这一切的，这不需有任何进一步的
议论，较有教养的人们也同样如此。
假如这是作为某种新发现而出现的话，那么它就会激起一切发达的智
力去思考：这些本是同一种原始类型结构的生物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是怎样
的，它们仿佛只是由于不同的目的才变得形式不同。即使是用最粗浅的方法
进行的对动物的科学比较，也立刻在我们的智力面前提出这一重大任务。在
另一些情况下，进一步的较为明确的知识将告诉我们，人和动物之间的最初
的粗略比较可能需要修正。例如，把人和马的骨骼加以对照，可以清楚地看
到——正像人们所想的那样，马的膝盖和膝腘跟我们的肘和膝盖不同，但是，
却跟我们的腕关节与踝节部相符。对人和马的四肢的研究，可得出进一步的
精辟结论：马的前足和后足实际上跟人的上肢和下肢相符，只是马的四肢，
除了一个指头用来行走而且指甲变为蹄以外，其余所有的指头都变得没有用
处而退化了。根据任何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一系列骨骼的研究，都可以
确定一条普遍的法则。这条法则就是：通过鱼类、爬虫类、鸟类、哺乳类直
到人本身的全部序列，可以按迹探求一种属于一切脊椎动物、亦即具有脊柱
的动物的共同的类型或型式。在它们身上都还能够认出四肢来，虽然这些肢
体的形式和机能已经改变，甚至可能变成未经发育的器官，这种器官留下来
不是为了使用，仿佛只是为了保留它最初的样式。例如，鲈鱼的骨骼虽然和
人的骨骼截然不同，但是它的胸鳍和腹鳍却跟我们的手和脚仍然相符。蛇类
大部分没有肢体，但是它们中仍然有一些可以被看作是过渡的形式，这种过
渡形式把它们跟四足的动物联系起来了：例如蚺蛇的骨骼上就有一对未经发
育的后足。格陵兰鲸没有明显的后肢，前面的是鳍足或鳍，但是，解剖它的
骨骼，不但能发现如人身上的胫骨的残余，而且在鳍里还有一系列的骨头，
这些骨头跟人的肩胛骨和手骨相符。根据流行的看法，仿佛人跟低级动物的
不同是人没有尾巴，但是在人的骨骼上却可以清楚地看到尾巴，这是脊柱末
端的尖椎骨。
所有这些动物都是现时存在着的。但是地质学证明，在很久远的时
期，地球上居住着一些跟现在生存的不同，但又跟它们是同类的种类。在第
三纪时，也像现在一样，澳大利亚以其袋兽作为特点，但是，它们不属于现
在的品种，它们的身躯大部分要大得多，即使是现代最大的袋鼠，跟绝迹的
巨大的原齿兽相比，也是小得可怜，原齿兽的头颅骨有三英尺长。又如，在
南美曾生有一种巨大的贫齿类动物（ｅｄｅｎｔａｔｅ），形如现在稀有的树獭、食
蚁兽和犰狳，在我们的动物园里能够看到它们。在中新纪沉积层中曾经发现
过一种象，但品种跟非洲象和印度象的现在品种完全不同。这些普通例证说
明了现在所有生物学家普遍采用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他们根据这个原则认
为，从遥远的地质古代起，在地球上不断出现的动物新品种，跟在它们以前
存在的那些很是相似，它们复现着古代的类型，只不过为了适应新的生活条

件而有所改变，同时较早的形态也就趋向灭亡和消失。脊椎动物的旧品种跟
代替它的新品种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直接研究所发现的并且是没有任何争议
的事实。许多生物学家——现在大概占大多数——更前进了一大步，不仅承
认新旧品种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并且力图用继承或进化的假说来解释它；这
种假说，现在常常按它伟大的当代发明者命名，被称作达尔文（Ｄａｒｗｉｎ）原
理。因为动物的新种或变种的形成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于是这些生物学家就
证明，在生活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自然的变态可能是很巨大的，以致成
了新品种的开端，而这些新品种，由于能很好地适应气候和其他状况，而取
代了正在灭亡的旧品种。根据 这种理论，澳大利亚现代的袋鼠、南美的树
獭和印度的象，不只是继承者，而且是绝了种的动物的后代。
而挖掘出来的那些跟马相似但脚掌有三和四趾的第三纪动物的骸骨，
说明是我们的马的远古祖先的形态，这种形态存在于不再使用脚趾而变成裂
开的马掌骨之前的那个时期。
从几个生活于现代的动物品种身上看到结构上的近似，可以建立动物
传袭性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应当做出下列结论：这种相似性肯定都是从作
为它们共同祖先的单一品种那里继承来的。在所有哺乳动物或者说用胸脯喂
养其仔的动物当中，在结构方面跟人最相近的是猿猴，而在它们之中又属旧
大陆的狭鼻猴，其中称作类人猿的一类，栖居于从非洲到东太洋的热带森林
之中。假如我们跟它们的骨骼作比较，就会发现，不管自然生物如何分类，
也不管造物规则如何，这些动物想必都和人处于某种密切关系之中。没有一
位研究猿猴身体结构的权威的解剖学者不认为，人可能是从它们起源的；但
是，根据种的传袭性的学说，他们是同一棵原始树干上的最接近的主要旁枝，
而人便是从这一树干起源的。
赫胥黎教授的《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中做了类似解剖上的比较，包
括出色的绘图，我们复制在图 １ 中。这幅图充分表明类人猿的每根骨头都跟
我们相符。同时，这幅图也说明其中几根的具体作用跟我们有所不同。有人
曾经说过，当儿童停止手脚着地爬行时起，他才第一次成为人。但是，实际
上，直立的姿态和直立行走并不是教育的结果，这取决于跟四足动物躯体结
构不同的人体结构。狗或牛只适合于四肢自然下垂的方式。表现在猴子身上
的也一样，虽然在程度上小一些；而成长后的儿童由于下肢大幅度增长，头
和躯干便升起成为直立姿态。虽然人为了直立肌肉必须经常用力，但是他的
构造在能够保持直立姿态的平衡方面，较之其他动物是远为容易的。在画面
中可以看到，在人身上，脊髓通达脑子所经过的那个头颅底部的孔（后顶孔），
比起猿猴来位置要靠前一些，因此人的颅骨就不向前倾，而在第一颈椎或阿
特拉斯（是由背地球的阿特拉斯 Ａｔｌａｓ 的名字而得名）上保持平衡。在图中
看到，人的脊柱具有跟字母 Ｓ 相似的形式；其次看到，当人处在直立状态时，
以脚掌作为基础，让腿支撑躯体——于是骨盆（Ｐｅｌｖｉｓ）就形成一个宽大的
支托来承受内脏。因此，在马戏场上表演的动物要费好大劲才能模仿的那种
直立姿态，对人来说，却是轻而易举的。四足动物不是因为在结构方面有相
当区别，而是由于骨骼和肌肉的特殊适应性，前后肢彼此间能够协同动作；
然而要像人那样下肢肌肉适于行走，手足之间配合协调则是做不到的。许多
种猿猴用四肢行走得如此之好，就像四足动物一样，同时，它们能使腿弯曲，
把臂向前直伸，用手掌和脚掌着地。高级的类人猿按其结构来说还适于攀缘
树木，它们能用手和脚抓住树枝。猩猩从树上下到地上的时候，通常是用脚

掌的外侧和手指的弯曲关节支撑着拙笨地向前曳足而行。猩猩和大猩猩有一
种有趣的习惯，即用攒起的拳头支撑着，并在 它的长臂之间就像跛足人拄
着他的双拐那样把身体拖起前进。当长臂猿一面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用
手关节着地，一面用脚掌行走时，或者当它一面把手举过头顶，并向前方摆
动以保持自身的平衡，一面跑一段相当的距离时，或者当猩猩用脚站立起来
为了攻击向前扑去时，在这些情况下，猿猴的姿态最接近于自然直立。所有
这些行动我们都能够从那图中对骨骼的观察获得了解。因此，猿猴是处在四
足动物和两足动物的有趣的中间阶段上。但是，只有人才有这样的构造：在
用脚支撑身体的情况下，他的手却可以自由地从事专门的工作。
在拿人跟低级动物做比较时，把人的优越只归结于智力胜于它们，
而不注意到人有像技术工具一样的前肢优于它们，这是不对的。假如我们看
看《列那狐》的插图，艺术家在图中竭力描绘手握王者权杖的狮子、用扇子
卖弄风情的狼、或者写信的狐狸等等，我们就会看到，实际上他只是在证明，
四足动物的肢体在适应这些动作方面是何等拙笨。
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这一事实，决定于他有一双会用工具的手，
正像他有发明工具的智力一样；只有四肢构造最接近人的猿猴才能够较为满
意地模仿着使用杓子、刀子这样一些工具。可以拿黑猩猩的前掌和后掌来跟
人的手和脚掌做比较（见图 ２）。猿猴的后掌 ｂ 跟前掌十分相似，以致许多
自然科学家在记述高级猿猴时常常使用 ｑｕａｄｒｕｍａｎａ 或“四手动物”的名称。
按照解剖学上的构造来说，这是脚，但如果拿大趾跟其余的趾进行比较，它
就像手上的大拇指一样，这只脚是能够钩拿或抓住、抱住、握住任何东西的，
而入的脚 ｄ 则不能做到这样。诚然，经常光脚行走的人，脚的大趾不像穿鞋
的欧洲人身上的那样无能。澳大利亚的蒙昧人用光脚拾起自己的矛，而印度
的裁缝匠蹲着缝纫的时候用它来握住布料。为了在猿猴和人之间进行极端的
对比，所列的插图故意不跟蒙昧人自由的脚对比，而是跟欧洲人那被坚硬的
皮鞋挤紧的脚掌来作对比。可以看出，猿猴的脚也像手一样，其上树的能力
比地上行走的能力更强，但是，人的上肢和下肢却在两种相反的方向上分化
或专门化了。人的脚变成了行走的机械，抓握的能力较之猿猴的脚要小得多，
然而人的手却胜过了猿猴的手，是一种触觉、抓握和处理器物的专门器官。
从图 ２Ｃ 中可以看到人手的长而能自由活动的大拇指和宽而灵活的手掌，以
及它那触觉极为敏锐的指尖。到动物园猿猴馆去参观，把高级和低级品种猿
猴的手做一番比较是极为有益的。长尾猿的手有五个手指，手指上长有类似
利爪的指甲；这种手只是一种抓的工具，几乎没有使用器物的能力。其他猿
猴的手的大拇指较短，并且不能相对，也就是大拇指的指端不能跟其他手指
的指端碰到一起，虽然高级猿猴的大拇指能够做和我们相类似的相对活动（正
如插图所指明的）。作为技术工具的手的珍贵程度，正取决于这种相对的能
力，任何人只要试着不动大拇指来运用自己的手就能很容易相信这 一点。
很明显，人的手使人能够制作武器和工具，并用它们使大自然服从自己的目
的；手是人在动物中间占首位的原因之一。虽不很明显但十分正确的是，手
的利用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的智力发展。在和各种物体打交道时，把
它们摆成各种不同的姿态，或把它们并排地放在一起，人就有可能进行各种
最简单的比较和测量，而这些正是精确的知识或科学的最初级的因素。
关于外貌，猿猴那蓬松的绒毛跟人的较为光滑的皮肤形成对比。至
于头部，人也像低级动物一样用头发来覆盖，这是一种很好的保护。一些人

种，例如，欧洲人或澳大利亚土著的成年男人嘴周围的胡须相当发达。另外
一些人种，例如非洲的黑人或所谓美洲的印第安人，脸上那微少的毛具有这
样的形态，好像它们仅仅是巨大进化之后的残余。
以这种观点来看英国男人的胸部和四肢上那些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多
毛的地方，在自然科学家眼中就变成奇异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远古时代的
残留物。在那个时候，人类的先祖身上全被浓密的毛发覆盖着；现在，这样
的毛没有了，人们只能按照季节和气候而更换人制的衣物。有趣的是，现在
也有一些人，他们的脸上和身上长着一层蓬蓬的长而稠密的毛。脸上的这类
覆盖物掩盖了他的面部的表情——这是人们之间精神交往的表达手段。假如
在我们的插图中，猿猴和人的骨骼覆以肉体，我们就能够明显地看到人在其
活泼而善于变化的面貌中的高级机能的特征；面部的表情和皱纹，反映着人
所生活的一切时期中的高兴和忧伤，爱和恨。在猿猴的脸上有十分粗陋而笨
拙的相应变化，例如口角向后鼓起，下眼睑出现皱纹表示笑意，或者狒狒的
眉毛和前额的皮抬起和垂下表示发怒。当经常在我们的想象中出现的外星人
来到我们地球，根据他所见到的人面和大猩猩的鼻脸之间的区别做出判断
时，那么就能够鲜明地辨认出一定的内在差异。
因为大脑是智能的工具和器官，所以解剖学者就拿动物的脑做比较，
以寻找或多或少有智力活动的动物之间的鲜明区别。在人同猿猴以及狐猴所
从属的灵长目的自然序列中，一系列的脑子能表现出明显从低级形式向高级
形式的提高或发展。狐猴具有不大的和较为平滑的脑子．而高级类人猿的脑
子和人类的脑子则显然接近。事实上，狐猴跟有理性的聪明的黑猩猩或猩猩
比较，智力极低。但是，人的智慧则远远超过高级猿猴的智力，以致自然科
学家由于猿猴的脑子跟我们人的脑子相似而感到吃惊。这种相似，可以从下
面的图 ３ 中明显地看出；ａ 是黑猩猩的脑人是人脑。图左侧绘出了脑的全部
胞回；图右侧是断面，揭示出内部的构造。为了更好地比较它们的构造，把
两种脑子绘成了同样大小；事实上，黑猩猩的脑较之人脑要小得多。人和类
人猿的重要区别之一，正在于前者的脑在脑量方面大大超过后者的脑。大多
数人脑有三磅而猿猴脑只有一磅。同样可以发现，猿猴的脑叶或脑半球的回
纹，较之人脑的复杂的回纹，数量较少而且比较简单，它们只是在一般外形
上同人脑相似。量大而且复 杂，表明了智能的巨大发展。脑叶的内部是由
带有无数传导神经流的纤维的“蛋白质”构成的，而其平滑的边缘则是由包
含着脑小体或脑细胞的“灰色物质”构成的，那些纤维就发源于这些脑细胞，
借助于这些作为中枢器官的纤维形成了我们感知的结合，即思维。因为“灰
色物质”外皮下面紧接着就是很深的脑皱纹，所以很明显，跟整个脑子的巨
大体积相结合的脑回的极度复杂性，在人身上构成了一种高级思维器官，它
比被大自然放在低级阶段上的动物身上的，要无比丰富而复杂。
只要看一下人和低级动物身体之间的某些主要区别，我们就能为自
己提出更为困难的问题：它们的智力活动在何种程度上跟我们的智力相似？
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做出圆满的回答，但在某些点上是十分确定的。首先很
明显，在人身上，也像在其他高级脊椎动物身上一样，感觉、意志和运动的
简单过程同样是借助肉体器官而发生的。他们的感官很相似，这可以由下列
事实明显地看出，即解剖学家用牛眼代替人眼解剖，以便说明外在世界的形
象，是如何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或视屏上去的，而在视网膜上遍布着从
大脑伸出的视神经纤维的末梢。不能说不同种类动物身上的触觉、视觉以及

其他感官，没有自己的独特之点。鹰的眼睛能够分辨人眼看不到的细小物体；
马的眼睛是这样生在它的头上；它的两只眼睛不能像我们的眼睛那样同时投
在一个点上，马实际上经常同路两旁的两种景象打交道。但是这些特点仅只
是使相似变得更加鲜明。其次，动物和人的神经系统具有同样的类型：大脑
和脊髓形成了中枢神经器官，感觉神经把感觉的印象传送给中枢神经，而中
枢神经又通过运动神经进行传导，促使肌肉收缩和运动。动物的反射活动也
跟我们相似，例如，一只睡着的狗，若触及它的脚，它就会像它的主人所做
的那样，在原位把脚缩回；在它醒着的时候，如有谁做出用手指触它眼睛的
姿势，动物也会像人一样地眯缝眼睛。如果我们说到自觉的受意志和思想支
配而进行的动作，那么在这里，某些时候低级动物也能够跟人并列而行。在
伦敦动物园里有时能够看到，有人给铁栅旁边的猴子们和铁栅外面的孩子们
分一把坚果；在这些情况下，可以极为有益地看到，猴子们和孩子们几乎做
出一系列相同的动作：他们迅速地看一眼，走近前来，彼此推撞，用手拿起，
咬碎，咀嚼，咽下，又伸出手来拿新的一份。猿猴在智力上跟人很相似，这
使我们想到，它们在肉体上跟人也很相近。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发生
的时候，在儿童的头脑中，除掉有关于坚果的简单的视觉和触觉的印象和想
抓到它们以及吃它们的愿望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在感觉和动作之尚
还有思维。说得简单一点，这时孩子由外形知道这是坚果，希望再尝到从前
那坚果的爽口的味道，并用自己的手拿起坚果，用嘴咬碎它，吃掉它。可是，
智力活动的过程在这里实际上是复杂的。孩子按照外形认出了坚果或者有了
坚果的概念，于是在他的思想上，关于某些过去印象的回忆就集结在一起，
而这些印象由于经验而彼此结合了起来：特殊的外形和色彩、触感和重量导
致对一种特别昧道的期待。这是我们根据对自己思想的了解，以及根据别人
所讲他们的思想活动（虽然这些都并不那么清楚），来判断儿童思想中所发
生的过程。对猴子我们只能根据动作的观察来猜想它头脑中发生的东西，但
是，它们的动作和人的动作是如此相象，可假定猴脑的活动跟人脑的活动同
样相似，虽然前者较之后者是初步的和较不明显、较不完善的，那么，这些
动作也就容易得到解释。显然，动物关于物体的观念或思想，或许跟我们的
思想相类似，而我们的思想是成批地记下了结为一个整体的印象。
在这些印象部分出现的情况下，动物可能会断定，也应出现这些印象
的其余部分——正如我们所常做的那样。那么，上述的这 一点也就变得尤
为明显。例如，狗跳入表面浮满泡沫的河水中，因为它把河面当成了干燥的
陆地；或者，给它一块假的面包干，当嗅觉和味觉向它证明，留给它的印象
跟视觉让它期待的东西不相符合时，它就会在走近这块面包干之后便远远地
离去。
一切注意动物行为的人，都同样会讲一些它们那种多多少少跟人相
似的能力。况且所有高等生物毫无疑问都会有快乐和痛苦的表现，而我们对
待动物的种种态度，都是根据它们跟我们所共有的那些较为复杂的感情，如
恐怖、依恋、愤怒，乃至好奇、嫉妒和报复。这些感情中的另外一些，还表
现在完全具有人的特点的肉体特征上，任何人只要接触到受惊吓的小狗儿那
颤动的四肢和跳动的心，或者在达尔文的《感知的表情》中读到关于黑猩猩
的描写，那么他就会同意这一点。从黑猩猩的手中夺去它的水果，它就会用
愠色来表现内心的不满，而这种愠色略似儿童的同样表情。其次，低级动物
还会表现非常明显的意志，这种意志和人的意志相象，不只是一种愿望，而

且是一种伴有运动的愿望，或是对某些愿望衡量的结果，因而，当两个人在
不同的方向同时叫狗，或者两个人都给它提供骨头，那么，就能够把它的意
志分裂为二，这种分裂方式就使我们想起了一位哲学家所假想的驴，它在干
草和水之间饿死了。至于谈到动物的记忆能力，我们都曾有过很多适当的场
合来进行观察，毫无疑问，这种记忆力是牢固而确切的。动物所记住的许多
事物，或许可以简单地用出于习惯的一些概念的联想来解释，例如，有过下
面这种情况：马暴露了它从前的主人的习惯，它在每一家酒馆门前都停了下
来。这只能意味着，十分熟悉的门使马回忆起休息，于是它就停了下来。但
是，对梦幻中的狗的研究，使我们不得不想起，这也像我们在梦中一样，在
它的意识前面，从记忆的库房中涌出了一连串观念。记忆，借助它可以回想
过去，它是经验的源泉，从这种经验中可以取得对现在的理解和对未来的预
见。运用对过去的记忆，作为监督未来的手段，这是人的一种伟大的智力才
能。但是在低级动物身上，也有这种能力的简单而基本的形式。我们从无数
关于动物的讲述中举出一个例子，它能说明以经验为基础的期望和打算。有
一位科普斯（Ｃｏｐｓ）先生，他有一只年轻的猩猩，一天他给它半只柑子．把
另一半背着它藏在高高的橱里，然后就躺在沙发上。但是，猩猩的动作引起
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就假装睡着了。猩猩小心翼翼地悄悄走近他，确信主人
已经睡熟了，然后爬上橱去，把剩下的柑子吃了，细心地把果皮埋藏在壁炉
炉栅上的垃圾里，又瞧了瞧装睡的主人，然后就躺到自己床上去了。这种行
为或许只能用一连串的思想来解释，而这种思想有一部分却是我们称之为智
力的东西。
要评定动物和人之间的区别，比起按迹探求他们之间的相似点来，
实际上是较为困难的。人的高级智力优点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比动物较少
依赖本能。动物在一年的特定时期中迁移，或者按照该类所特有的固定而复
杂的形式筑巢。人具有跟低级动物显然相似的本能。例如，幼儿没有受任何
预先教育，自己能完成使自己脱离危险的动作，或在生命最初无保护的时刻，
对保护后裔的双亲的眷恋。但是，如果人具有在冬季来到前就到南方去旅游
的不可克服的爱好，或者在同一情况下用树条按某种专门方式搭起—座棚
子，在他看来，与其说是明智，还不如说是他的行动更适应于气候、适应于
获得食物、适应于防止敌人以避免危险，以及适应于各种因地区不同而年年
改变的许多情况的谨慎行事。假如我们的个别祖先也有类似虎的本能，而这
种本能是深铭于大脑结构之中的，那么，这些本能早已灭绝，并被较为自由
的和高级的理智所代替了。人适应他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能力，甚至是在
一定的限度内改变世界的能力，都有赖于 获得新知识的能力。但是，不应
当忘记，其他动物也具有同样的能力；虽然程度较小。我们可以按迹深求他
们如何通过经验进行学习的那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自然历史中最有
兴味的场面之一；如当电报线敷设到一个新地区时，第二年之后，鹧鸪鸟就
不再飞落到它上面，不再受到伤亡了；或者在加拿大，狡猾的貂常常戏弄猎
者的才干，甚至能成功地想出办法，从构造全新的夹子里把诱饵偷走，同时
自己不受任何伤害。猿猴通过模仿而学习的能力，其表现方式几乎和人—样。
收养在德累斯顿动物园中的类人猿玛夫卡，在看到怎样打开它那笼槛锁着的
门后，不但学会了开锁，而且甚至把钥匙偷来．藏本腋下，以便将来再用它。
在观察了粗木工之后，它抓住了他的钻孔器，并用来在它吃饭的小桌上钻孔；
在吃饭的时候，它不仅能盛满它的碗，而且更精彩的是，它特别小心，能不

让流质食物溢出来。这只猴子的死也几乎像人死一样地令人感动：当它的朋
友——公园管理者走近它的时候，它用手搂抱住他的脖子，吻了他三次，然
后躺在床上，把手伸给他之后，就进入长眠之中了。不能不设想，头脑如此
灵敏的动物是应当具有人在蒙昧状态时的学习能力的。实际上，甚至连较不
聪明的动物，好像也在某种程度上教它们的幼仔——鸟教鸣，狼教猎捕——
虽然自然科学家们对它们是否会本能地接受和自觉地记住还很难做出判断。
哲学家们不只一次地试图在人和动物的智力中间划出一条明显的
线。其中最著名的是洛克（Ｌｏｃｋｅ）所做的，他在其《关于人类智力的实验》
中确立了一条原则：动物实际上有观念，但是役有人的那种形成抽象的或普
遍的概念的能力。确实，我们学会了借助抽象的概念来进行思考，例如，坚
硬的和柔软的，量和质，植物和动物的特性，勇敢和怯懦——没有一点理由
可以设想狗和猿猴能够形成这类的抽象。但是，虽然这种抽象和概括的能力，
是一种把人提到哲学思维高度发展结里之上的力量，可是应当记住，它最初
是在简单的智力过程中出现的，而这种过程显然在动物身上也同样存在。抽
象在于识别出某种共同的思维过程，而略去它们的差别；因此，当我们不特
别注意独特性的时候，就获得了一般的概念。当注意只是由某一种感觉而获
得的感受时，就形成了最简单的抽象，像白的概念——洛克所举的实例——
其中，白粉、雪和牛奶彼此在颜色上是相似的。
但是，假如按照动物的动作来判断，它们同样能够把注意力一下子只
集中到某一种感觉上，受到某种红色物体刺激的牛的动作就是如此。当动物
把某种新的对象跟自己的回忆或从前的概念相比较的时候，观察它们是极为
有趣的。实际上这就是承认它们能够熟悉这一对象，并且能从一系列与这对
象相同的事物中找到它。猫或猴子不需要教授，它们就会使用放在从前放旧
垫子或旧枕头的地方的新垫子或新枕头。军犬服从任何一个穿军服的人，不
管从前是不是见过他，全都一样。因此，从动物最简单的思维过程中，可以
预料到高级人类抽象和概括的结果。如果在洛克的著作中再往下读几行，我
们就将看到，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动物没有形成抽象概念的能力。
他说，这是因为它们既不能使用语言，又不会使用其他概括性的符号。这本
身就已提出了更为合适的研究对象，并且较之关于动物有没有抽象概念的难
题是更值得讨论的。实际上，语言能力是动物和人智力区别最明显的标志。
这种区别，比起哲学家们所企图确立的其他区别是远为令人满意的。那些哲
学家说，虽然所有动物都天赋有意识的能力，但只有人才具有自觉，也就是
说，他不只会感觉和思考，而且还能理解所感觉到的和思考得出的东西。我
们知道，人有这种自觉的才能，是由于人能够像谈论别人一样地谈论自己，
因而在他身上就形成了这种自觉。但是过去还未曾确实证 明，动物没有自
我意识，即如我们所知道的，动物不会把自身当作客体来对待。在研究以符
号和语言表现思想的规律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获得了某种把自己跟动物对立
起来的手段。很明显，正是由于语言，人的智力才获得了产生和识别高级抽
象观念的能力，能常常如此恰当地应用这种观念；不借助语言，我们怎么能
够得到如运动速度、多数、正确性等概念的结合和比较那些结果呢？我们所
研究的人和动物之间的巨大的智力深渊，是由动物所表现出的彼此招呼和叫
它们时它们知道的那种萌芽状态的语言，同人的创立完善语言的才能之间的
差别来测定的。问题不只在于最高级的类人猿缺乏语言；问题还在于它们没
有那种可以使它们能够获得那怕是语言萌芽的大脑组织。人类运用语言甚至

运用手势来作为思想的标志以及作为跟其他人交流思想的手段，这种才能是
最重要的关键之一；通过这一关键，我们以最清楚的方式从一系列低级动物
中脱颖而出，单独出现在占有高级智力领域中一切成就的舞台上。
把人跟其他动物做比较，标准自然是低级阶段的人或蒙昧人。但是，
蒙昧人具有人的智慧和语言；虽然他的大脑还没有使他达到文明地步，然而
他的大脑的能力，能够使他成为或高或低教育程度的文明人。对人从蒙昧状
态过渡到文明的研究，乃是一项很必要的课题，本书的最后几章在一定程度
上要完成这一课题。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解释存在于最低级的人跟最高
级的猿猴之间的那一智力深渊的过渡过程。一般地说，最希望能根据事实断
定，具有粗野特征的低级动物的智力机制只在一定限度上跟我们相似。
在这个界限以外，人的智慧就到达了思想和感情的广阔天地，而动物
的智慧则没有出现任何接近这一天地的迹象。假如我们追溯人的生命之流，
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死亡，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可以这样说，作为其生命之基
础的那种机能跟低级动物是相同的。人有天赋的本能，有通过经验而学习的
能力，受乐事所吸引，被痛苦所激动。他跟动物相似，必须靠食物和睡眠来
维持自己的生命，必须以逃避敌人来获得安全，或者为了自己的生存而跟敌
人战斗，必须繁殖自己的种族和关怀下一代。人在这一低级的动物的基础上，
建立起人类语言、科学、艺术和法律的神奇建筑。

第三章 人类种族

种族的差异——身躯和肢体的长短——头颅——面部特征——肤色
——毛发——身体构造——气质——种族的类型——稳定性——混血人种—
—变化——人种的分类 在第一章里，已经谈到了根据对非洲黑人、印度苦
力和中国人的仔细研究而观察到的个别人种之间的某些显著区别。甚至在欧
洲人中间，任何一个人都会看出在白皮肤的丹麦人和黑头发的热那亚人
（Ｇｅｎｏｅｓｅ）之间的鲜明对照。现在，我们转过来进一步研究某些种族之间
的特有的区别。当然，读者应当明白，没有必要的解剖学的研究，这种比较
只可能是表面的和不完全的。人类学发现人种区别最鲜明地表现在人体身躯
的高矮和四肢的长短上，表现在头颅和其内部大脑的形式上，表现在面貌、
皮肤、眼睛、头发的特点上，表现在身体、智力和气质的特性上。
在按照身材来比较种族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每个部族中最
高的或最矮的人，而是最一般的或中等身材的人，他们或许可以作为整个部
族的真正代表。高个和矮个的民族在某个地区共同相遇时，平均身材的差异
便显得最为明显。例如，在澳大利亚，中等身材的英国殖民有五英尺八英寸
高，他可以很容易地越过只有五英尺四英寸高的中国劳动者的头看到远处。
在中等身材多数不超过五英尺的矮个子拉普人（Ｌａｐｐｓ）中间，五英尺七英
寸高的瑞典人也会显得非常突出。巴塔哥尼亚人（Ｐａｔａｇｏｎｉａｎｓ）在地球上
是属于最高的人，当他们穿着兽皮制成的衣服沿着峭壁行走时，初次看到他
们的欧洲人认为是巨人；甚至偶然会出现这种情况，麦哲伦（Ｍａｇａｌｌａｎｅｓ）
的水手们的头仅仅达到他们初次遇到的巴塔哥尼亚人的腰部。最近对这些人

进行过测量的旅行者们发现，他们实际上常为六英尺四英寸，他们的中等高
度大约为五英尺十一英寸，亦即巴塔哥尼亚人比中等身材的英国人高三或四
英寸。人类中最矮的是南非的布须曼人（Ｂｕｓｈｍｅｎ）和与他们接近的部族，
他们的中等高度，多数不超过四英尺六英寸。身材最高的和最矮的人种之间
的对比是十分鲜明的：假如让巴塔哥尼亚人和布须曼人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则后者的头只能达到前者的胸部。因而，身材最高的人种较之最低的实高不
到四分之一——这一事实对于不习惯做测量的人来说，可能会感到意外。为
身材差别的假象而感到惊异的人，可能会造成一种错觉，把这一差别的真正
大小夸张了。如果把它跟其他类动物不同品种大小之间的差别相比较，例如，
跟作为玩物的狮子狗和猛犬（ｍａｓｔｉｆｆ）之间，或苏格兰的矮马和运货车的
马之间的差别相比较，人的差别实际上是很小的。一般说来，各个种族中妇
女的身材，经推测比男人矮十六分之一。因而，在英国，丈夫五英尺八英寸
和妻子五英尺四英寸是夫妻彼此相配的一般特征。
在不同的种族中，不只身材高低，甚至连肢体的长短都不相同。同
时应当注意，不要把真正的种族差别跟由于从小开始的教养而产生的变化或
特殊的生活习惯混同起来，如侍从马夫的锣圈腿，及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印
等安人的更加弯曲的腿，他们由于长期蹲在自己的帆船上而使四肢变形了。
人的胸围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生活的方式，四肢的长度也同样决定于
此， 甚至水兵和陆军士兵上下肢的长度由此而不一样。但是，也有一些显
著差别是由于遗传而来且作为不同种族之特点的。例如，有四肢长和四肢短
的部族。非洲黑人是以胳膊、腿长闻名，而秘鲁的艾马拉（Ａｙｍａｒａ）印第安
人则死以四肢短闻名。假设一个中等身材的英国人要变成黑人的体形，他就
需要把现在的胳膊和腿的长度都增加二英寸；若使他变成艾马拉印第安人那
样大小，就需要把他的胳膊缩短二分之一英寸，把他的腿缩短一英寸。为明
瞭这些差别，重新看看猿猴和人的骨骼图（图 １）是有益的。长臂猿在直立
姿势时能用垂下的手的中指摸到脚掌，猩猩直立时能摸到脚趾的关节，黑猩
猩则能摸到膝盖，而人高低只能摸到大腿。但是，在这方面，在人类种族之
间显然存在着实际的差别。黑种人士兵在操练时，中指尖比白种人靠近膝盖
一或二英寸；甚至也能看到有达到膝盖骨的情况。但是，这些差别较之那种
有力量与美的方面都可成为样板的个人之四肢匀称来说，是更不易察觉的，
不管这些样板属哪个种族。因此，就连优秀的专家们也常常忘记种族类型的
局部特点，而一般地谈论力士型的形体，好像他们处处都一样似的。例如，
美国艺术家本杰明·韦斯特（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Ｗｅｓｔ）来罗马看到了阿波罗（ＡＰｏｌｌｏ）
塑像时，他感叹道：“这是莫霍克族（Ｍｏｈａｗｋ）的战士！”人们在谈论祖鲁人
（Ｚｕｌｕ ） 力 士 型 的 身 量 时 也 这 样 说 。 然 而 把 经 过 适 当 挑 选 的 卡 非 尔 人
（Ｋａｆａｉｒｓ）的相片，跟某个古希腊罗马的典型加阿波罗相比较，那么就可
以发现，非洲人的躯体两侧是垂直的，缺少那种赋予腰部以优美感的内在曲
线，也缺少束腰以下部分的扩宽，这种扩宽赋予了两胯以宽度——这两点正
是在古希腊罗马的典型中我们的艺术家们认作是男性美之理想的、最引人注
意的地方。在区别一般种族类型时，这类比较会提供很重要的结果。但是，
在承认不同种族人的构造中存在这些差异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跟低级
动物各种属中肢体各部大小的变化比较起来，这些差别是极为微小的。
在比较种族时最先想到的问题之一，是蒙昧部族和文明民族在智力
上有如此显著差别，这足否说明大脑有某种相应的不同呢？实际上是有一定

的差别。确立脑量的最普通的方法，是用小片或颗粒充实颅骨来测量颅骨的
容积。弗劳尔（Ｆｌｏｗｅｒ）教授提供了下列用立方英寸表示的颅骨容量之平均
测定数：澳大利亚人——７９；非洲人—一 ８５；欧洲人——９１。著名的解剖学
者们也发现，欧洲人的脑子比起黑人或霍克督人（Ｈｏｔｔｅｎｔｏｔ）的脑子来，
有稍微复杂的脑回。因此，即使这些研究远不够完全，但它们仍然证明了较
为完善而复杂的脑细胞及脑纤维系统和沿着文明阶梯上升的种族中的高级智
能之间的联系。
对于解剖学家来说，头颅骨的形式是区别种族的最佳手段之一。颅
骨的形式在它和其内部的脑子的关系方面，在位于它外面的面部特征的表现
力方面非常重要。检验颅骨常可确定属于哪一种族。黑人的狭窄颅骨（图
４．ａ）不可能混同于萨莫耶德人（Ｓａｍｏｙｅｄ）的宽颅骨（图 ４．ｃ）。从某一
博物馆的架子上取下 一个两边垂直、圆顶穹窿像屋顶、颔骨向前突出、眉
上的穹窿特别发达的狭窄的头颅骨，不难认出这是澳大利亚人的（图 ５．ｄ）。
把颅骨加以比较就容易看出下列的区别。
从上面观察颅骨时，可以发现它的宽度和长度之间的关系，像在图 ４
中所表示的。假如把从后到前的直径当作 １０Ｏ，那么横的直径就提供出宽度
指数，这种指数在黑人那里大约等于 ７０（图 ４．ａ），在欧洲人那里大约等于
８０（图 ４ｂ），在萨莫耶德人那里大约等于 ８５（图 ４．Ｃ）。这些颅骨以适当的
形式分列成三等：长顿的或“长头形”，中颅的或“中等头形”和短颅的或
“短头形”。用某种柔软物质如古塔波胶制成的颅骨模型，具有中等形式，
例如，一般英国人的头型，从两侧挤压就可以成为长型，像黑人的头型，或
者从前后挤压就变成了宽的鞑靼型（Ｔａｔａｒｆｏｒｍ）。在上述的图中可以看到，
一种颅骨，如 ｂ，具有某种椭圆的形式，另一种，如 ａ，有点鸡蛋形，因为
它们最长的横直径在很大程度上处在中心的后面。其次可以看到，在颅骨的
一个等级内，如 ａ，把颅和脸面结合起来的颧弧十分显著；然而在另一些等
级内，颅骨的凸出部分则把它们掩蔽起来，观察者看不见。从前面和后面看
颅骨的时候，我们完全采用像刚才所述的宽度指数方法来确定宽度和高度之
间的关系。其次，提供澳大利亚人（ｄ）、黑人（ｅ）和英国人（ｆ）的颅骨侧
面的图 ５，证明了两个低级种族和我们英国人在面部角度方面的显著区别。
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是突颚的，或称“斜颔”；而欧洲人则是正颚的，也就
是“直颔”。同时，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前额比欧洲人的前额较向后倾斜，
而这跟我们比较起来，对他们脑子的前叶部分是不利的。因此，侧面的上部
分和下部分结合起来，使得这些文明程度较差的种族的面部跟欧洲人的几乎
垂直状态的面部不同，有些类似猿猴般的倾斜。
为了不放过颅骨大小的较细致的差别，现在我们看一看活人的面部
的特征。面部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严格符合颅骨形式的。例如，刚才提到
的向前倾斜的黑人颅骨和较为垂直的白种人颅骨形式之间的对照，在图 ６ 中
所描绘的斯瓦希里（Ｓｗａｈｅｌｉ） 黑人和波斯人（Ｐｅｒｓｉａｎ）的肖像上也可以
清楚地看到。在观察图 ７ 的妇女肖像时，可以拿巴罗龙（Ｂａｒｏｌｏｎｇ）的南非
姑娘作为颅骨（ｂ）狭窄影响面部特征的例子，它跟较宽的鞑靼人（Ｔａｔａｒ）
和北美人的面部（４、１）是对立的。此外，第一图（ａ）提供了明显的非洲
人的额，两个后者跟霍屯督女人（Ｃ）一样，证明着突出的颧骨对面形的影
响。鞑靼人和日本人的面孔证明着蒙古人种所特有的眼睑倾斜的趋势。人类
面部的特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软组织部分——鼻子、嘴唇、面颊、下

颏等等的形式，而这些常常是种族区别的突出标志。鼻子形式中的对照甚至
超过在这里所描绘的波斯人的鹰鼻和黑人的翻孔鼻（图 ６ 和 ７）之间的对比。
中世纪欧洲旅行家们在鞑靼地区把扁鼻子居民，记述为一种完全没有鼻子而
通过面部上的孔来呼吸的人。我们只要把鼻子尖向上扬起，就能在一定程度
上模仿各个其他种族，特别是黑人的、假定从前面直接着他们时所看到的那
种鼻孔生长的型式。我们的细小的紧密相合的嘴唇跟黑人的嘴唇极为不同。
这 一 点 可 以 从 利 文 斯 顿（ Ｌｉｖｉｎｇｓｔｏｎｅ ） 的 忠 实 仆 人 雅 各 布 · 温 赖 特
（ＪａｃｏｂＷｉｎｗｒｉｇｈｔ）的肖像（图 ８）上很好地看到。我们不能把嘴唇简单地
鼓气或展宽来模仿黑人的口形，还需用手指把嘴唇翻转过来，露出里面的更
大部分。为了理解和描绘明显表现感情和智慧的人的面部表情，需要有艺术
家的才能。但即使是姿势固定的照 相所表现的面貌轮廓，也能提供一些细
致的表情特点，不过这一些特点，需要我们通过对面貌的长期懂行的研究才
能学会鉴赏它们，而通过描绘或测量是得不到的。为了注意各不同种族人面
部某些表现鲜明的特点，我们在前面引用了不大的一组妇女面貌图形（图 ７）
——都是年轻的，同时在她们本民族中最低限度被认为是中等美貌的。除去
头发和面部的肤色之外，还可以在面貌上找出足够的区别，以便区分出黑人
妇女、卡菲尔（Ｋａｆｉｒ）妇女、霍屯督妇女、鞑靼妇女、日本妇女和处在图
像下方的英国人面孔的北美妇女的面貌。
肤色是最重要的种族特征，它的作用，在观察最黑色种族时看得最
为明显。黑人的黑颜色并不是决定于皮肤最里层或真皮的特性：黑色的起点
并不怎么深；所有人种的真皮实际上都是一样的。不管名称如何，黑人并不
是黑而只是深棕色的，即使是这种颜色，也不是从他有生之初就出现的，新
出生的黑人婴儿具有棕红色泽，过些时间之后，变成石板灰色，后来才开始
变黑。同时，这种黑色也并非始终遍布黑人的全身，他的脚底板和手掌具有
一种褐色。著名人类学家布卢门巴奇（Ｂｌｕｍｅｎｂａｃｈ）看了肯布尔（Ｋｅｍｂｌｅ）
扮演的奥赛罗（Ｏｔｈｅｌｌｏ）后（他为了表演黑人采取了一般的方法，即涂黑
面孔，带上黑手套）报怨说，当演员露出双手时，他的一切幻想很快都破灭
了。黑皮肤的种族，像土著的美洲人，比起非洲人来肤色不深；他们同样也
是在出生后经过一些时间，肤色才达到正常深度的。黑种人的肤色按其本质
来说，跟白皮肤的白种人暂时生有雀斑和暂时被晒黑相似。此外，欧洲人虽
然并不容易受阳光作用的影响，同样也有某些部位皮肤常是黑色的现象，例
如，胸部分泌腺的乳头周围的小圆圈（ａｒｅｏｌａ）就是色素变深的；另一方面，
在以医学名黑变病（ｍｅｌａｎｉｓｍ）著称的病态下，身上会出现与黑人皮肤极为
近似的黑点。从金发的英国人到深色的黑人，肤色的不同，一般不存在任何
鲜明的、固定不变的分界，而是从某一种颜色逐渐过渡到另一种颜色。还有
必要指出：在各个不同的种族中，有个别一些人，缺乏皮肤所含的色素，即
所谓患色素缺乏症者。把他们那种病态的白色和通常的白色加以对照，患色
素缺乏症的黑人身上就显得特别明显，表现出人所共知的非洲人的面部特
征，但却是死白的颜色，因而像是某种黑人的石膏像。
北欧的金发种族，它的最完美的典型可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
国北部和英国见到。这种金发种族的肤色跟黑人的肤色形成直接的、天然的
对立。类似金发人或白面金发碧眼人的皮肤差不多是晶莹的，因为微血管透
过皮肤隐约可见，于是就显出淡淡的玫瑰色。在南欧的民族中，像意大利人
和西班牙人，黝黑的肤色可以掩饰这种淡红色泽；在较黑的民族中，完全不

能把这种淡红色同别的颜色区分开来。因此，当某人面现红晕的时候，即由
于热血在近表皮的血管积聚而脸红的时候。可以很好地观察到白种人和黑种
人之间的区别。这一点极为强烈地表现在患色素缺乏症者们的身上。他们脸
上不只出现了一般的红晕，而且明显地现出红色斑点。在丹麦妇女的白皮肤
上鲜明出现的红晕，在皮肤褐黑色的西班牙人脸上就表现得不太明显；但是
在暗褐色的秘鲁妇女或更加黑的非洲妇女脸上，虽然放到面颊上的手或体温
计按温度已表明脸红了，用眼睛却几乎是看不出脸色加深了。同样，相反的
现象——由于从皮下血管抽血而造成的苍白，也可以由皮肤的黑色隐饰起
来。
从古时起，皮肤的颜色就被认为是最明显的种族特征。正像大不列
颠博物馆中的绘画所证明的那样，在三、四千年前，埃及的画家们就利用了
这一点，他们为了这个目的而采用了假定的领色。这些颜色并不强求精确，
从下列情况可以看到这一点：自 然的埃及男人被描绘成黑砖红色，而妇女
被描绘成淡黄色，用这种夸张方法表现她们皮肤的较白颜色。采用这种假定
性的方法，他们用不同的特定颜色，描绘出他们所知道的四个主要人种。他
们把埃及人绘成棕红色，把巴勒斯坦人绘成棕黄色，把利比亚人绘成黄白色，
把黑人绘成像煤一样的黑色。在世界的历史上，颜色常常是一种标志，那些
自认为比较高尚的民族借助肤色来跟低级民族相区别。标志种姓的梵语词是
ｖａｒｎａ，意思是“颜色”，这就证明，他们的各种高级和低级种姓的差别是怎
么产生的。印度在较白的雅利安种族侵入国土之前，居住着黑色的土著民族；
侵略者和被征服者的后裔，至今还在一定程度上以高级种姓中的白脸家族和
低级种姓中的黑脸家族相区别。在现代文明社会，仍然没有终止按肤色来划
分人。在英国人看来，现在还像在旧时代一样，白色皮肤是他把自己眼世界
其他国家的黄色的、棕色的或黑色的“土著”——如英国人所蔑称他们的—
—相区别的等级标志。
人类皮肤的颜色，是从北欧金发民族和南欧白色民族的色度开始，
通过马来人（Ｍａｌａｙｓ）的暗棕黄色和美洲部族的棕色，到澳大利亚人的暗棕
色和黑人的黑棕色。至今为止，这些种族的色度通常描绘得不够精确，它们
的名称也像埃及的画家们用以标志它们的颜色一样是假定的。但是，在现时，
旅行家利用布罗卡（Ｂｒｏｃａ）的颜色样本集观察他所研究的一切部族的肤色，
却能像按布色配线的零售商人一样十分精确。各不同种族人的皮肤散发不同
的气味。嗅觉最易发觉的是一种特殊的酸腐味，这种气味甚至能使人在相当
距离之外就知道是非洲黑人。暗色皮肤的美洲部族的气味又是另一种，然而
又有这样的情况，这些部族对白种人的特殊气味表现出反感。这种特性不仅
说明皮肤的分泌不同，而且显然跟一定程度的寒热病等等倾向有关，它是具
有一定重要性的一种种族区别。
眼睛的虹膜是人体上最能表现不同人的色彩多样性的部分。这一点
特别为人们所注意，因为人类身上其他部分能呈现出各种色调的甚少。蛋白
膜皮，即在健康的欧洲人身上被称作“眼白”的部分，在最深色的种族例如
非洲黑人中，它大致是稍带黄色的。在所有各种族人的正常眼睛里，处在虹
膜中心的瞳孔无疑都同样是黑的，而实际上它是晶莹清澈的，因而有可能通
过它看到密覆在眼后脉络管表面上的黑色色素。但是，在研究某些类型的人
的虹膜时，却可发现虹膜有最多种多样的颜色。也和认识皮肤一样，为了认
识眼睛的色彩，注意思色素缺乏症者的特点极有价值。患这种病症者（也像

白家兔一样）眼睛发红是以缺乏上面谈到的黑色色素为条件的。由于缺乏这
种色素，通过虹膜和瞳孔的光，就被后面的血管赋予了红色。因此，他们的
眼睛也就像脸一样变红了。缺乏保护性的黑色色素，同样可说明对光的敏感，
这种敏感迫使患色素缺乏症者躲避一切光亮；正因为这个原因，荷兰人给他
们起了个绰号叫 ｈａｋｋｅｒｌａｋｅｎ，即蟑螂，因为这种生物也避光。布罗卡教授
在其目色表中把橙黄色、绿色、蓝色和灰紫色的色度排成一定的序列。但是
只有十分注意地观察一些人的眼睛，才可能精确地看清它们的颜色，或者更
正确地说，才能看清复合的颜色。通常是这样做的：在一定距离内观察虹膜，
只有这样，它的全部变幻的色彩才能汇合成一种单一的色调。无需指出，通
常所谓的黑色眼睛，其虹膜实际上远远不是像瞳孔一样也是黑色的，因为它
们名义上虽然叫黑色，但事实上通常是最浓的棕色或紫色色调。这些所谓的
黑眼睛，其光泽是极为多种多样的，黑眼睛不只属于棕黑色、棕色和黄色人
种，在白色人种的暗色变种之中甚至也占有优势，例如，在希腊人和西班牙
人当中就是这样。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指出，眼睛的颜色眼皮肤的颜
色相对应。毫无疑问，人类的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之间确有一定的联系。
在黑色皮肤和黑色头发的人种中，通常也以最黑色的眼睛占大多数，而白色
皮肤和浅色头发的人种，其虹膜则具有较为浅色的色调，特别是天蓝色调。
金头发、黑眼睛的撒克逊人（Ｓａｘｏｎ）或淡天蓝色眼睛的黑人是十分少见的。
但是我们根据自己一国的问胞知道，很难走出某些关于眼睛、头发和皮肤的
颜色类别的确切规则。例如，在大不列颠的某些区域里，常常见到黑头发配
以深蓝色或灰色眼睛的现象。巴纳德·戴维斯（ＢａｒｎａｒｄＤａｖｉｓ ）和贝多
（Ｂｅｄｄｏｅ）博士认为，这种配合说明他们祖源于凯尔特人（Ｋｌｔｉｃ）。
作为种族特征的头发的颜色和形式，从古以来就受到了注意。例如，
斯特拉博（Ｓｔｒａｂｏ）把埃塞俄比亚人说成足生着鬈曲毛发的黑人，而塔西佗
描绘过当时有着愤怒的蓝眼睛和火红头发的日耳曼（Ｇｅｒｍａｎ）士兵。至于头
发的颜色，黑色的或可以被当作是黑色的暗色调的，是最普遍的了。这种颜
色不只为浅黑皮肤的非洲人和美洲人所有，而巴也为黄皮肤的中国人和暗白
色人种如印度人或犹太人所有。索尔比（Ｓｏｒｂｙ）指出，头发的黑度决定于
黑色素的数量，看它是否超过同样存在于头发中的红色的或黄色的色素。
相反，在北欧的金发民族中，淡黄色或栗色的头发占着优势。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浅色的头发和浅色的皮肤，深色的头发和深色的皮肤之间是
有联系的。但是，为中间的色度确立一条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棕红色或染
色的头发虽是金发民族所常有的，但在较为深色的种族中间也可遇到，而深
淙色的头发，传布范围则更加广泛。我们自己的极端混杂的民族，则是从亚
麻色和金色到乌黑色，各种颜色都有。至于头发的形式，则可以在图 ７ 上的
妇女肖像中看到它的众所周知的区别。图中，左边的非洲妇女是绒毛的或鬈
卷的头发，这种头发旋卷成螺旋的形状；而右边的美洲妇女则被看像马鬣一
般的直发。在这两种极端的形式之间，有一些弯曲的或波浪形的和旋曲的头
发，形成长长的波纹状；图中，英国人的头发显然是属于后者的一种。在显
微镜下研究各种头发的横断面，可以看出形式的不同，这种不同根据普鲁纳
－贝（Ｐｒｕｎｅｒ－Ｂｅｙ）所做的切片可分为四种（图 ９）。几乎圆形的蒙古人种
的头发（ａ）是直悬的；较为波状的欧洲人的头发（Ｂ）具有卵圆形或椭圆形
的断面；鬈曲的非洲人的头发（Ｃ）是较为扁平的；而巴布亚人（Ｐａｐｕａｎ）
的鬈发（ｄ）则是更极端的扁带形的。波状的和鬈曲的头发从根部向上生长

时，由于一个侧面生长较快，因而就迫使它们鬈曲起来。在各个不同的种族
中，不只是头发的颜色和形状不同，它们的数量也不一样。例如，布须曼人
的头发比我们的少，而在印第安克劳人（Ｃｒｏｗｓ）中间，战士们的粗黑头发
通常是拖在他们身后地上。同样，身体其他部分的毛发在一些种族人的身上
就稀少，而在另一些种族人身上就浓密。例如，北海道的土著阿伊奴人，就
是一个浓发的民族， 而这个岛的日本统治者头发则是较为稀少的。这种对
照如此鲜明，以致日本人编出了一个传奇故事，说是在古时，阿伊奴人的母
亲们用乳房喂养熊仔，这些熊仔逐渐变成了人。
某些种族的体质对于某种气候是适应的，而另外一些种族则不适应。
英国人有极好的条件来了解这一事实。例如，他们在灼人的印度平原上，自
己会变得颓唐疲怠，感觉很不舒服，而且还不得不尽快把孩子们带到气候较
凉爽的地方去，否则，孩子们就会开始萎靡并进而死亡。同样，并非所有种
族都一样地害怕各种疾病。在热带的非洲或西印度，陆热病和黄热病对于初
次到达的欧洲人，是如此致命而大有害处，而此时黑人甚至黑白混血儿却几
乎不受这些对白色民族来说是极大灾难的疾病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英国
人把麻疹看成是小病，但惊异地听说，由其他地方传到斐济群岛（Ｆｉｊｉ）上
的麻疹，由于治疗不善而变得更为猖撅，以致毁灭了成千的土著。很明显，
移居在新气候之下的民族，假如他们想兴旺，就应当使身体适应新的生活条
件。例如，在高耸的安第斯山（Ａｎｄｅｓ）上的稀薄空气里，较之在平原上更
需要大力呼吸；事实也确实如此，居住在这些山上的部族，胸围和肺发达到
异常大的程度。即使是能够逐渐习惯于新环境的种族，也不应该过分突然改
换他们已经适应了的气候。肤色对特定气候的适应性有一定的联系，肤色使
黑人适应热带，而使金发人受到限制；虽然如此，颜色并不总是随着气候而
改变，例如，在美洲，深色皮肤的种族同样地分布在炎热和寒冷的区域。对
某一特定气候的适应性，是每个种族生死攸关的问题，这种适应性应当是种
族的主要特征之一。
旅行家们指出，各不同人种在性格上有显著差异。显然，在巴西的
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之间，生活条件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棕色的人阴
沉、忧郁，而黑人却活泼、愉快。在欧洲，阴沉的俄国农民和活泼的意大利
人的性格不同，同样未必是气候、食物和政府的不同所致。显然，在人类中
存在天赋的气质和天赋的智能。历史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一些种族沿着
文明的道路前进了，而同时，另一些则停止不前或落后了。对这种现象的解
释，我们应当部分地在美洲和非洲土著部族同压迫、统治它们的旧大陆民族
二者之间的智慧和精神能力的差异中去寻求。确定低级种族智力，最好的标
准是儿童接受文明教育的能力。在有低等种族儿童学习的学校中，欧洲教师
们通常会证明说，这些儿童尽管在十二岁左右以前，能学习得像白人那样好，
但在这个年龄之后，就开始衰退了，统治种族的孩子就会赶过他们。这一点
跟解剖学的结论相符。解剖学认为澳大利亚人和非洲人同欧洲人比较，大脑
较不发达这一点也跟文明史的结论相一致。文明史说明，发展中的蒙昧人和
野蛮人在很大程度上跟我们的祖先所曾经有过的那种状态相似，而我们的农
民现在仍然处于那种状态，先进种族的高级智能把欧洲的民族从这种一般的
水平提高到了文明的高度。白人虽然现在统治着世界，但它必须记住，智力
的进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由它的种族所独占。在历史的黎明期，深色皮肤
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曾经是文化的领导者，他们的阿卡德语（Ａｋｋａｄｉａｎ）跟

白色民族的语言是不相近的；黄肤色的中国人也是这样，他们的头发和他们
面部的特征，清楚地说明他们跟鞑靼人的亲密关系，他们早在四千年或更早
一些时间以前就掌握了文明，并有大量文献存世。皮肤黝黑的白人亚述人、
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并不是最先推动文化前进的力量，而只是继续
了这种运动，然而从这时起，在世界的进步中，它们不是毫无作为的，但在
最后，是金发的欧洲民族，包括法国、德国和英国居民的部分。
我们这样指出种族间的一些主要差异以后，现在转过来较 为详细研
究人种的组成问题。对男人和女人作一些单独的描写，可能提供出他们所从
属的民族，但只不过是最一般的，因为不可能找到彼此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即使他们是兄弟。在对人种的这类描写中，我们只是寻求为全人种所特有的
共同性格。族行家们常常报道观察结果：登陆的欧洲人处在跟他的种族不同
的某一民族中间，例如，在中国人或墨西哥的印第安人中间，一开始会发觉
他们彼此完全相象。较仔细地观察了若干日子之后，他才开始辨别出他们的
个人特点，但是，他的注意力起初只是放在跟他的种族不同的明显的一般特
征上。人类学家所希望描绘和叙述的正是这种一般的类型，并把他所描绘的
男人和女人作为样板，这些描绘以最好的方式显示出了上述特征，甚至可确
定该民族的类型。为了提供有关解释这类任务的方法的概念，我们可假设在
研究苏格兰人，首先希望确定他们的身长。很明显，在他们之中有像拉普人
那样矮身材的人，也有像巴塔哥尼亚人那样高身材的人。
这些非常矮小和非常高大的人自然属于所研究的类型，但并不是它普
遍的一般成员。而我们如果按身长来拟定并把所有居民列成一排，那么出现
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队近于五英尺八英寸高的人，而具有五英尺四英寸以下
以及六英尺以上高度的人的数目是很少的，或许一面只有一或两个巨人，另
一面只有一或两个侏儒。图 １Ｏ 中就表明了这一点，那上面每一个点相当于
一个人，那些点对中等或一般身长的人的描绘，则是密集成一团。看了这个
图，读者就容易理解奎特列特的图表；图 １１，上面的双行式曲线的高或直
坐标，表示各种身高的人数，从中间的五英尺八英寸这个中等一般人的身高
向两边递减。在一般总数近 ２６００ 人之中，有 １６０ 人的身高为五英尺八英寸，
有 １５Ｏ 人左右为五英尺七英寸或五英尺九英寸，依次类推，暂时还没有发现
那怕几十个像五英寸那样的矮小身材或像六英尺四英寸那样的高大身材。由
此可见，如谚语（英国的）所说：“世界是由形形色色的事物组成的。”事实
是，种族是人的总合，其中包括着以一种代表性的典型为中心的一系列合乎
规律的变形。也可以按照其他的特征用同样的方法来鉴别种族或民族。例如，
可以说，中等的或一般的英国人胸围有 ３６ 英寸，体重有 １４４ 磅左右。用同
样的方法可以确定现存民族肤色的一般色度，例如，祖鲁人的深棕色。采用
这些方法的结果证明，旅行家根据他的观察，把他所最多见的男人或女人的
类型作为种族的代表，这种观察方法虽然粗糙，但实际上是十分确切的。
以非文明部族的一些个别肖像作为代表，可能是最省力的。 在这种
部族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中，极少存在能在一起生活并在许多代中互相融合的
各个人之间引起差异的因素。在同类民族中确定人种类型特别容易。但是，
表达关于整个居民的概念则远非如此容易。只要看一下极为多种多样的英国
人群，就可以看到要达到这一点是多么困难。但为研究人类多样性的课题，
最好还是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在选出某种单一的、特征鲜明的种族之后，
先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种族在一个长时期中发生了什么。

首先，最应当注意的，就是种族的稳定性。人们一直生活在自己本
来的国土上，那里就不大会改变自己的习俗，也不大会跟其他民族混合；在
那里，显然没有理由希望改变自己的类型。埃及的文献提供了这种类型的持
久性或固定性的很好例子。图 １２．ａ 是拉美西斯（Ｒａｍｅｓｅｓ）的头像，很明
显，这个图细致地表现了他的特征。他所处的时代被认为约在三千年前，而
ｂ 描绘的是现在的埃及人；但是，古人和今人彼此竟如此相似。实际上，建
造金字塔、将其劳动生活描绘在墓壁上的古代埃及种族．于今仍有其变化不
大的代表，那就是为新的收税人继续从事旧式劳动的阿拉伯各国农民。同样，
在埃及浮雕上的埃塞俄比亚人，也完全能在白尼罗河两岸生活的部族中间找
到与自己相貌极为相似的人；同时，我们在腓尼基人或犹太人的俘虏的形态
中，也可看出熟悉的现代犹太人的侧影。因此，我们有这样的证据：一个种
族能够在三十个世纪以上或几百代以上的过程中，保留着自己容易辨认的专
门特征。当一个种族远离自己最初居住地移居别处时，例如，当非洲黑人移
居到美洲，或者犹太人从阿尔汉格尔斯克（Ａｒｃｈａｇｅｌ）移到新加坡的时候，
这种类型的固定性可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仍保存下来。但在那里，某一部
族的外部形态会发生显著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原因应该从跟外部族的混合
中，或从生活条件的变化中，或同时从两者中去寻求。
异族婚配或种族混合的结果，可以根据最显眼的例子之———根据
称为黑白混血儿（西班牙语为 ｍｕｌａｔｏ，来自 ｍｕｌａ— — 骡）的介乎白人和黑
人之间的混血儿，为一切英国人很容易地辨认出来。黑白混血儿的皮肤和头
发颜色是一种介乎其双亲的皮肤和头发颜色的中间色。在白种人和印第安人
的混血种再和白种人所生的孩子，所谓“卡特郎”
（西班牙语 ｃｕａｒｔｅｒｏｎ）
的身上，又出现新的中间色度，等等。另一方面，称为“赞包”（西班牙语
ｚａｍｂｏ）的黑人和白人与黑人的混血种的后代，又回到完全黑人类型。这种
中间性是混血种的共同特性，而且或多或少带有返回到祖先类型中之一种的
倾向。为了说明这种事实，图 １３ 提供了马来人母亲和她那些跟西班牙人父
亲住在一起的女儿们。在这里，虽然所有的孩子都表现着混合的成分，而一
些则欧洲人的样子占优势，另一些则马来人的面形特征占优势。混合人种的
影响同样可以按迹探求到头发，这种影响常常可以在那些处于较直的欧洲人
头发和有绒毛的非洲人头发的中间状态，黑白人种混血儿的旋转鬈曲头发上
十分明显地看出来。巴西的卡富索人（ＣａｆｕｓｏＳ）是一种当地的土著部族和
黑人奴隶之间的特殊混合人种，这种人以头上一大团髦起的曲发而闻名。这
种头发形如天然的假发，它迫使其享有者在通过茅屋门口时要低头弯腰。这
种头发可以在图 １４ 的一个卡富索妇女的肖像中看到，同时很明显，或许也
很容易得到解释：美洲土著刚硬的直发由此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黑人头发的鬈
曲性。混合人种的机体组织也是平均地获得双亲的特征，这正如在黑白种人
的混血儿身上所见到的；这种混血儿从自己的黑人祖先那里承受了耐热带气
候的特性，同时又获得了抗黄热病的能力。
况且，在两个种族居住在一个地区的情况下，到处都会产生混合人
种，而且在最近几个世纪里，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地球上相当大的一部分居
民，是通过种族杂交产生的。
任何地方也没有像美洲大陆这样清楚地暴露出这种情况。在那里，从
西班牙侵占这些地区如墨西哥的时代起，在广大区域里住满了西班牙人和美
洲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这是西班牙人和美洲土著的后裔；同时，随着非洲

黑奴输入西印度，也在那里出现了黑白种人的混血居民。由于注意到这类种
族杂交，人类学家们就能够用它来解释人类中无数的差异色度，而不必去承
担那种把每一小类不确定的人归入某一专门人种的毫无解决之望的课题。以
开罗的运水人为例，它说明只允许把每个人归入其真正种族的分类之中是很
困难的。这种运水人说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徒，但是他完全不是阿拉伯人，
正像他不是古代王国的埃及人一样，他是国家之子。这个国家在数世纪的过
程中发生了努比亚人，科普特人，叙利亚人，贝都英人以及其他许多民族的
混合。他的祖先实际上可能源于地球上的三个部分。在印度的土著中同 样
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些肤色和面部特征的异种，这些异种不能确切地归入一个
人种。但是应当记住，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居民中，有彼此极为不同的人的异
种，这就是，深肤色的土著或山区部族，从西藏越界而来的蒙古人，和从西
北侵入国土内部的较白的古代雅利安人或印欧人；不必再谈其他的民族了，
单就这些民族在整世纪、整世纪过程中所形成的混合本身，必然会产生无数
的混合人种。在欧洲也一样，如果把波罗的海沿岸的金发民族和地中海沿岸
的深发民族，当作两个不同的异种或种族，那么，它们的杂交就能够解释我
们所看到的棕色头发和中间肤色的无边的多样性。因此，如果能够设想，假
若在遥远的古代人就已经分成了若干主要的大种族，那么，它们在后来许多
世纪过程中的杂交，就可以很顺利地解释无数的、较不明显的和由一种过渡
到另一种的异种的形成。
在一个种族中，仅仅看到那些偶然属于同一类型或彼此相似的人的
结合是不够的。
他们相似的原因是很清楚的，事实上，我们把它们命名为种族本身就
证明，我们认为它们是这样的品种，它的共同特点是从同一祖先那里承继来
的。但是，属于动物界的经验证明，种或品种，即一代一代地保留着相似特
征的能力，同样也是能够改变的。事实上，有经验的畜牧者细致地选择那些
在某一特定方面发生变化的个体并使之交配，就有可能在若干年后形成有角
的牛羊的某种专门品种。动物的专门的种或品种，没有人的这类直接干预，
而是在新的气候条件和饲料条件下直接形成的。在这里，苏格兰的小马驹或
墨西哥平原上那些由西班牙人带来的马所繁殖起来的小野马，就可以作为众
所周知的例子。
这就自然地使人想到，人的种族也可能被拿来当作从一个共同的原始
种类发生时改变了形态的品种。可以作为这种情况有力证据的，不只是下面
这一事实，即具有其全部肉体和精神之差异的人类变种，是由一个逐渐转变
为另一个；而且也有这种情况，即甚至最不相同的种族也可能在各方面混合
而产生混血的或另一层次的种族，这种种族自己形成之后，就能够繁殖起来。
人种多元论认为有若干彼此独立发生的单独人种，这种理论的维护者们，否
定了某些种族——例如，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可以产生能够繁殖的后
裔。但是众多的证据越来越倾向于肯定一切种族之间杂交的可能性，而这就
证明，在动物学方面来说，一切人的变种都属于一种。虽然这个原则明显地
有坚实的基础，但是应当承认，我们还很少知道人种变化的方式和原因。大
的种族——黑种、棕种、黄种和白种，具有其众所周知的不同特征，这些种
族早在成文的证据出现之前就确立了。因此，它们的形成过程隐藏在遥远的
史前时期。无论那个民族有史时期所发生的同样重大的变化，也是不清楚的。
曾经提出过似乎真实的证据，那就是我们的粗野的原始祖先，比起他们的后

裔来，不大能够用建造住宅，使用火和储藏食物的方法来抵抗气候的影响而
保护自己，因此，他们只能在移居地新的气候的影响下经历巨大的肉体上的
变化。好像在最近时期，也能指出在新的生活条件影响下所发生的类似人种
的某种变化。例如，贝多博士的测定证明，在英国，工业城市生活使得居民
的身高比他们那些从乡村到城市来的祖先要矮一或二英寸。同样在落基山脉
里的斯纳克（Ｓｎａｋｅ）印第安人部族，他们那由许多代受压迫的贫困生活所
决定的衰弱的形体和野兽般的面容，使他们跟平原上生活较好的亲属截然不
同。同样可以肯定地说，合众国中的纯正黑人在不多几代的过程中，也发生
了一些变化，他们的肤色已较淡了些，他们的特点也改变了些；同时，在同
一国家里的纯正白人，也变得稍微粉红一点，获得了较深而且较光亮的头发，
较突出的颧骨和较宽大的下颚。或许这是种族变化的最好的可靠例证。极难
看到发生清晰变化的种族，因为这种变化到处都被旧种族跟那些同他们移居
在同一地区的新民族混合和杂交而发生的巨大改变所掩盖了。假如谁根据古
代希腊雕刻来证明民族的希腊类型，从佩里克勒斯（Ｐｅｒｉｋｌｅｒｓ）时代就改
变了，那么人们就会对他提出异议，因为古代部族的残余早就已经跟其他民
族融合得辨认不出来了。仅仅上面提出的事实，就足可以说明任何确切地按
迹探求人种发展的开端和进程的尝试之不可靠性和困难性。但是，同时我们
也有我们能够进行研究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下列事实：这些种族并不么毫
无区别地传布在整个地球表面，而是某些种族属于某些地区，显然，它们中
的每一种族是在自己地区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它们在自己地区
繁殖并由此向四面八方传布，同时在中途改变了并和其他种族混合了。下面
的简短论述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大种族如何完成传布和混合的概念。这种概念
包含着著名的解剖学家——特别是赫胥黎和弗劳尔教授确实深思熟虑的意
见。虽然这种方案不可能是某种被证明的或毫无争议的事物，但仍然希望通
过对下述事实的理解来明了并肯定我们的概念；那些事实是，人在地球上的
传布，不是以部族之毫无秩序地分散的形式进行的，而是顺着某些大的运动
方向；虽然不可能详尽地按迹探求这些方向，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确定它
们的正确性。
种族的肤色和它们所处的气候之间存有实在的联系，这从对所谓黑
皮肤的民族的观察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古代的作家们，在探求对黑人肤色的
解释时满意地指出，太阳把他们晒黑了。虽然现代的人类学家们不会这样不
加思索地解释这个问题，但是世界地图表明，这种肤色最深的种族类型多半
生活在热带气候下面。黑色种族所处的空间的中线，沿着赤道的热而肥沃的
区域，从西非的几内亚延伸到带有新几内亚名称的东阿尔西佩拉格
（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ｒｃｈｉｐｅｌａｇｏ）的大岛。它所以带有这个名称，是由于那里的土著
居民类似黑人。这些黑色民族可能源自同一地区，同为它们虽由于地理分布
不同而有显著差别，但它们肉体上全部相似。在孟加拉湾内名为安达曼群岛
（Ａｎｄａｍａｎｓ）的岛链，特别引起人类学家们的注意。人类学家们在岛上发现
了很少居民，他们是些粗野的类似儿童的蒙昧人。这些蒙昧人身材很小（男
人低于五英尺），他们的皮肤是黑的，头发鬈曲；其断面非常扁平；头发的
状态由于他们有给自己剃头的习惯，读者可用想象去补充。但是，在这些方
面和非洲黑人相似的同时，他们跟非洲黑人也有不同，颅骨不窄，又宽又圆。
嘴唇不那么肥厚，鼻子不那么宽，下颚不像非洲黑人那样有力地突出。
解剖学家们认为——这种意见已被弗劳尔的颅骨研究所证实——安达曼岛上

居民可能是某种极早的人类部族的残余，或许是原始黑人类型的最优秀的代
表，这一类型后来在传布到世界广大地区的情况下，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非洲黑人人种，我们在上面已经写过了，它具有专有的特征——狭窄的颅骨，
突出的下颚，棕黑色的皮肤，多绒毛的头发，扁平的鼻子，肥厚的、被毁坏
了的嘴唇。或许，居住在赤道附近如新几内亚的民族中的黑人类型，这些特
征是最为明显的，但是，黑人顺着大陆向一切方向传布时，由于在大陆区域
上跟浅色种族——例如，跟北海岸的柏柏尔人（Ｂｅｒｂｅｒｓ）和东海岸的阿拉
伯人杂交而产生了各种色度。随着种族向南方的传布，在刚果和卡菲尔人区
域，可以看到，肤色和面部特征已不是全像黑人的类型，因而使人产生这样
的印象：好像中央区域的居民在新的气候条件下已改变了一些种族的类型。
在这方面，南非身材矮小的霍屯督－布须曼部族是最突出的。虽然他们保 留
着黑人的窄颅骨、鬈发和面部特征等形态上的许多特点，但他们的皮肤却具
有较浅的棕黄色调。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设想：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黑种人
跟较浅色的种族杂交；在那里也不存在黑人可能与之杂交的那种种族的任何
迹象。因此，如果布须曼人是一种特殊的黑人异种，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有
了在新条件影响下种族改变的最好情况。现在回到南亚，到马来半岛和菲律
宾群岛去寻找人数很少的森林部族，显然，它们与安达曼人有亲戚关系，那
里的人一般的名称为“矮小黑人”（也就是“小黑人”）。显然，他们属于任
何时候也未曾在世界各地广泛传布过的某一种族，这一种族的残余受新来的
较强的种族所迫，只好去寻找山中的隐蔽所。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下列区域里的东方黑人种的传布广泛而且复杂
的种族，那些区域是著名的美拉尼西亚（Ｍｅｌａｎｅｓｉａ），从新几内亚延伸到斐
济群岛的“黑色群岛”。
属于帕特森（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大主教区各岛的居民，跟非洲黑人有明显的
相似点，虽然也有一些显著不同的特点，如较突出的眉上弧线，及跟非洲黑
人形成鲜明对照的鹰鼻。新几内亚附近的美拉尼西亚人，因有绒毛头发（马
来 ＰａＰｕｗａｈ— — 鬈曲发）而被称为巴布亚人；他们的头发有时长得很长，像
个大拖把。在美拉尼西亚，从深棕黑色到巧克力色或胡桃色的种种肤色，说
明跟较浅色居民进行过颇多的杂交。这种杂交在斐济群岛沿岸居民中最显
著。在那里，深色的美拉尼西亚人种族虽占优势，但却跟较浅色的波利尼西
亚人种族进行了杂交。这种混合说明了美拉尼西亚语和波利尼西亚语的亲密
关系。最后，现已绝种的塔斯马尼亚人是遥远独处的民族，这个民族属于东
方黑人。
在澳大利亚，在这个广大的岛洲上，它的植物和动物跟亚洲的不大
相同，好像是地球历史很久以前时期的残留，我们发现了很少的迁徙流浪的
蒙昧居民，他们跟在北方的新几内亚较黑的种族和在南方的塔斯马尼亚人有
显著的区别。带有深巧克力色的澳大利亚人可能被看作是深色人种的特殊类
型。但是，他们的颅骨像黑人一样是狭窄而成梭形的，只在某些专有特征方
面有所不同；这些方面已经提到过了，实际上就是跟其他种族的颅骨明显不
同的特点。
当我们在世界地图上寻找现在仍然存在深色皮肤种族的地方时，我
们发现，受到信赖的作家们把印度大陆上的一个地方给搞混了。这个地方的
山地部族，是雅利安印度人侵占印度之前，在古代南印和中印生活的人的类
型。这种纯粹形态的类型，就在那些几乎不耕种土地而过着未开化生活的部

族之中，同时，作为主要民众，大都跟印度人杂交，他们整世纪地处在印度
人的影响之下，形成了南方很大的达罗毗荼族（Ｄｒａｖｉｄｉａｎ），如泰米尔族人
（Ｔａｍｉｌ）和泰卢固族人（Ｔｅｌｕｇｕ）。
向西走得再远一些，就发现能够识别的非洲深肤色种族，这一种族
包围着努比亚人（Ｎｕｂｉａｎ）部落，并较难在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柏柏尔人
（Ｂｅｒｂｅｒｓ）中间把它区分开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大概古代埃及人主要
是属于这一种族，虽然他们已经跟远古时越过叙利亚国界来到这里的亚洲人
混合了。为了按照用他们（参看第九——十一章）来代表种族的那些绘画去
判断古代的埃及人，我们就必须把他们的眼睛转为侧面，把他们的身体涂上
棕红色。任何人都不可能比古代底比斯（Ｔｈｅｂｅｓ）的埃及人更为 强烈地感
到，人类种族间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就是肤色和面部特征，而这就把埃及人
一方面跟埃塞俄比亚人区别开来，另一方则又跟亚述人或以色列人区别开
来。
假如现在转向世界的另一个地方，我们就会发现，人的蒙古类型在
北亚的广大草原上有它最好的代表。他们的皮肤具有棕黄色，头发是黑的，
刚硬而长．然而脸上须毛却很稀少。他们的颅骨的特点，造成颅骨较宽，颧
骨突出，眼眶的外沿向前伸出，同时眉上的弧形不大发展，眼角倾斜，鼻子
短平。按传布和数量来说，蒙古人种是很大的人种。
东南亚的大量民族，都发现出它们跟中国人和日本人那众所周知的肤
色和面部特征的亲密关系。蒙古类型在全世界广泛传布的情况下，由于气候
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更由于跟其地种族的杂交，越来越丧失了它的特点。这
一点，在东南亚最为明显，在那里，如在中国和日本的可做为特征的颅骨宽
度缩小了。鞑靼族汗国．从远古时代就力求急进欧洲。
鞑靼人的后裔在其语言方向是这样的：匈牙利语和芬兰语，比起在现
代类型的匈牙利人和芬兰人中所能探求的肤色和面部特征来，保留了更为鲜
明的源自亚洲的痕迹。但是，芬兰人没有丧失使他们跟当地瑞典人相区别的
种族特点，而矮小的拉普人，在某些方面却表现出跟西伯利亚同部族的人的
相似点，这些同部族的人们跟他们一样，带着自己的北方鹿在极地范围内游
荡。在挪威山地的拉普人中间，或许能找到最纯正的拉普人类型。
假如我们对世界种族的研究走得再远一些，那么，我们的任务就更
那艰巨。在马来半岛上，在亚洲的最东南角上，出现了最初的马来种族的成
员，这个种族大概是传布在苏门答腊、爪哇和东阿尔西佩拉格的其他岛屿上
的蒙古类型的远支。从马来阿尔西佩拉格延伸到太平洋有许多岛屿，先是密
克罗尼西亚群岛，然后是波利尼西亚群岛，我们暂且不谈东方的复活节岛
（ＥａｓｔｅｒＩｓｌａｎｄ）和南方的新西兰岛。密克罗尼西亚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在语
言方面以及或多或少在身体结构方面，表现出跟马来人的联系。但是，他们
并不是真正的马来人，在他们中间可以见到长面孔、窄鼻子和不大的嘴，这
些使我们想起了欧洲人的面孔，正如找们在这里所引的图 １５ 上的密克罗尼
亚人身上所能看到的这个面孔，这个人是这种多种民族混合类型的代表。似
乎可能是这种情况，某一个跟马来人有近亲关系的亚洲种族，它在南太平洋
的岛屿上传布，在跟深肤色的美拉尼西亚人杂交的影响下，改变了它自己的
特有类型，因而现时各岛上不同类型的居民，外表常常极为多样。这一海员
的种族甚至为自己开辟了通往马达加斯加的道路，它的后裔在那里或多或少
地跟从非洲大陆来的居民融合了。

现在我们来谈谈双重性的美洲人陆。我们在这个新大陆里遇到了与
旧大陆完全不同的种族问题。从新地岛到好望角或塔斯马尼亚横穿地球的旅
行家，在不同的气候下发现了截然不同的人种：白色的，黄色的，棕色的和
黑色的。但是，假如哥伦布（ＣｏｌｕｍｂｕＳ）把美洲从南到北整个地区都看一遍，
他会发现那里的居民没有这种极端的不同。假如把那些从十五世纪起就来到
这里的欧洲人和非洲人弃置一旁，美洲土著一般可能属于同一个种族，这一
点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谈过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全都彼此相似，而是指他
们在人种方面的差异；颅骨的形式，面部的特征和皮肤的颜色，它们虽然是
重要的，但却是第二义的变种。这里有若干种族，不大可能每一个都确定出
它在本来地区的本来类型；但可以立刻想到，某一已经形成种族的部族移居
到一个地方，在热带也好，在温带也好，这个种族仅仅是在传布和习惯水土，
就像欧洲的马从哥伦布的时代起变得稍瘦了些，人本身也是一样。大多数人
类学家都把美洲土著归为东亚来的蒙古人种，这个种族能适应最极端的气
候，并且在颅骨的形式、浅褐色的皮肤、直而黑的头发和黑色的眼睛方面，
表现出跟美洲部族的极大的相似性。图 １６ 和图 １７ 所提供的是北美最优美的
现存形式之一的蒙昧的狩猎部族——科罗拉多（Ｃｏｌｏｒａｄｏ）印第安人；而在
图 １８ 中，考依克桑（Ｃａｕｉｘａｎ）印第安人可以作为粗野而懒惰的巴西森林居
民的典型。当确定亚洲和美洲的部族可能是以这样的方式由同一原始祖先发
生的时候，我们应当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那各种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在寻
找到新大陆定居的亚洲部族迁移时所走的通往大洋和岛屿的道路。大概在新
大陆也像在旧大陆一样，人出现在现时之前的地质时代，因此，蒙古人和北
美印第安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可以追溯到他们还没有区分任何大洋的时代。可
以设想，发展已停了下来的、生有像屋顶般的颅骨穹窿的爱斯基摩人，可能
是日本部族的一个分支；与此同时存在着这样一些特征，即较文明的墨西哥
人和秘鲁人，通过某种途径从亚洲民族那里获得了艺术和思想。
在接近结尾的时候，我们来研究一下金发民族，它们在历史 的进程
中越来越在地球上成为精神、道德和政治方面的统治者。虽然通常把他们说
成是人类的一个异种，但是很明显，他们并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种族，而是多
种多样的混合的居民。他们分为两大类——深发白人和浅发白人
（ｍｅｌａｎｏｃｈｒｏｉ 和 ｘａｎｔｈｏｃｈｒｏｉ），这种分法是对他们进行分类的一个步骤。
关于深发白人民族的古代绘画，传到现代的有亚述人，腓尼基人，波斯人，
希腊人，罗马人；假如把安达卢兹人和黑发的威尔士人（Ｗｅｌｓｈｍｅｎ）或布列
塔尼人（Ｂｒｅｔｏｎｓ）和高加索人这样一些当代民族，同上述这些民族放在一
起，就将看得非常清楚，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只限于一般的特征。他们的皮肤
是淡褐色或黄白色的；眼睛是黑的或深褐色的；头发是黑的并且大部分呈波
浪形或鬈曲；他们的颅骨的大小极为不同，虽然很少有非常宽的或非常窄的，
其侧面是垂直的，鼻子是直的或是鹰勾的，嘴唇比起其他种族来并不太厚。
对金发民族的最早描绘，可以在埃及艺术家们的作品中找到，在那里面，描
绘了某些北非的土著，他们的黄白色皮肤，天蓝色眼睛，出自至今仍以金发
部族著称的地方。这些金发的利比亚人，也像生活在叙利亚附近并且形成为
犹太人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白面红发部族一样，过去和现在都可能跟下面金
发的民族有亲戚关系，这种金发民族在古典作家获加关于野蛮居民——哥特
人（Ｇｏｔｈｓ）向北到图列（Ｔｈｕｌｅ）的居民——的消息时，就已经居住在欧洲
北方。这些早先时期深发和浅发异种的杂交，最终形成了生有深黄色头发、

纯白皮肤或褐白中间色皮肤的人的无数异种。至于浅发和深发种族的起源和
最初住地，要做出判断则是极为困难的事。语言大大地有助于说明金发民族
的早期历史，但是，它没有克服把金发白人和深发白人分开的困难。彼此被
民族语言结合在一起，就像现时不论是金发的汉诺威尔人（Ｈａｎｏｖｉａｎｓ），还
是较深色头发的澳大利亚人都说德语一样。在凯尔特民族中间，苏格兰的山
地居民常常使我们想起古典历史中所描述的那些高高的红头发的高卢人
（Ｇａｕｌｓ），在同一历史中，有的地方证明同时也存在有肤色较深的、个子较
矮的凯尔特人，他们就像现代的威尔士居民和布列塔尼人那样。为了有助于
说明这跟我们的祖先有如此密切关系的课题，赫胥黎发表了这样的设想，金
发的人构成了原始部族，由于他们同遥远南方的深肤色种族进行了杂交，于
是就为深发白人的混合种族提供了基础。无论在哪里，这种白肤色和深肤色
种族的混合种，显然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他们所遇到的那些地方的居民的基
础。用这种方法也可以解释北非的摩尔人（Ｍｏｏｒｓ）和无数的所谓阿拉伯人
——较深色的白人的形成。在说印度语的亿万印度居民中，肤 色也同样证
明：他们的种族是通过国土的侵入者雅利安人同肤色较深的土著的混合而形
成的。吉普赛人（Ｇｙｐｓｉｅｓ）正是这种结合的富有教益的例子。他们是游牧
的低下等级的成员。他们从印度窜出并在最近几世纪中布满欧洲。图 １９ 中
的瓦拉几亚平原（Ｗａｌｌａｃｈｉａ）的吉普赛女人像，可以作为这些最近来自东
方的外来者的一般类型。他们的不合语法的印度方言证明，他们祖先的一部
分来自我们的雅利安族的先祖，然而他们的肤色（大不列颠的所有居民中最
黝黑的）也同样说明他们祖源于人的较深色的异种。
因此，无论是替世界各民族在人类某些主要异种中分配所在地，还是
在它们的混合中分配所在地，都是大有禆益的课题，虽然这个课题是困难的，
是具有摇摆性的。但是，任何阐明种族的这些大的原始异种的发生和确切地
指明它们最早的住地的尝试，在现时材料不足的情况下必然都是徒劳无益
的。人在地球上的出现假定是在下述地质时期：当时陆地、海洋和气候在地
球表面的分布与现在不同，那么在地球的两半球上，除了现在的热带之外，
还有这样的地方，那里有温暖的气候和茂盛的植物，利于最少需要文明时期
技术的人的生活。从文明时代起，居民的连续不断的波动能够扩散到气候较
冷的地方。
或许可以较有根据地设想，气候温和地区的白色种族要比其他种族形
成得晚一些，他们经不大住极度的炎热或没有文化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有认
识和驾御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控制上述的世界上的这些条件。

第四章 语言

表征的采用——动作语——用声音表示的动作——自然语——动物
的表达方式——语言中富有感情和模仿的声音——声音和意义的变化——用
另一种声音表现意义——儿童语言——字音清晰的语言；它跟自然语的关系
——语言的起源 人们有各种各样用来彼此联络的方法。他们能够做出动
作，发出喊声，说出字音，描绘形象，书写字母。这就是各种不同种类的全

部表征。我们从最而单的和自然的表征开始观察，来了解它们是怎样实现其
效用的。
当人们由于某种原因而不能互相交谈的时候，他们就采用动作表示
的方法，采取所谓表情或手势。每位读者从儿童年代起就能或多或少熟练地
运用这种方法进行交谈。我们先拿一件简单的事情来说。小孩子打开了客厅
的门，坐在客厅里的哥哥向他摆头示意，叫他不要喧哗，因为父亲在睡觉；
这时，小孩子用表征说明，他来拿箱子上的钥匙，而哥哥用另外的表征来回
答他，钥匙在自己挂在前厅的大礼服的衣袋里，然后对那小孩子做了表示多
种意思的动作，叫他走开并替自己小心地把房门关上。这种动作语的形式我
们不但全部了解而且使用。但是，为了看看能把它改善到何种程度，以及它
是怎样成为完善而确切的 交际手段的，应当研究它在聋哑人中的应用，那
些聋哑人不得不如此大力地依赖它。为了提供一种怎样能够使动作起到言词
作用的概念，我们将描述那些表征，有一天一个聋哑人借助这些表征，当着
记录者的面叙述一个儿童的故事。他开始是举起手，把手掌落向地下，到距
地一码的位置，就像我们想表示某一儿童的身高时所做的那样，这意味着他
想说一个儿童。然后他好像在颏下结扎设想的帽带（对他来说这是用来标志
妇女的一般表征），以表明这个儿童是姑娘。然后母亲也同样被引到场景中
来了。
母亲用手把姑娘招来并给她两个便士，又用手势比方把两个钱币从一
只手传给另一只手。
假设发生了某种疑问：这些钱币是铜的还是银的；他就指指某种棕色
的东西，或者甚至以通常对待铜钱的那种轻视态度来麦示它，这种态度一下
子就把这些钱币跟银子区别开了。然后，母亲给姑娘一只带把的杯子，这个
则借助食指，用食指在空中划个圈形的轮廓，以表演动作本身的形象来表现
它。然后，不允许产生任何怀疑地模仿一些确定的、在用匙盛糖蜜时的动作，
以此告知，打发孩子去买的正是这种糖蜜。在这之后，用一挥手表示，叫儿
童去完成交给她的任务；这挥手还兼着通常关于走动的表征，而这走动通常
是以两个手指在桌子上移动来表示的。转动假想的门把手，把我们引进一座
杂货铺，用一种像是在柜台上把手掌放平整的水平动作，来表现这个店铺的
柜台。用手势表示，在柜台后面有一个人；为表明这是一个男人，就做了一
个通常的手势：讲述者把手放在下颏上，并顺着有胡子或可能有胡子的地方
往下捋；然后做一个在腰上裹围裙并扎一个结的动作，说明这是一个男人—
—小老板。姑娘把带把的杯子交给他，把钱递到他手里，并转动食指，像装
糖蜜那样，以此来表示她要买这个。然后我们看到，好像这只带把的杯子变
得带有想象的重量，被拿起来又被放下；好像架子上有个装着糖蜜的大容器，
把这里的糖蜜装满那只怀于，又像有一个特有的扭转勺柄的动作，来隔断最
后拖长的糖蜜丝；在这之后，好像小老板把付给他的两个硬币丢进钱箱，而
姑娘也就双手捧着带把的杯子走出杂货铺，这个又聋又哑的讲述着进一步表
演哑剧，好像姑娘仔细看了杯子之后，见杯沿上有一滴糖蜜，就用手指把它
抹起放入口中．并受到了再一次尝尝的诱惑；母亲看到留在孩子围诞上的糖
蜜污点，知道了她的这种行为，等等。
语言原则的研究者发现这种用动作会话是如此富有教益，因为它有
益地、十分详细地阐明了会话的过程。在这里所采用的表征有两类。眼前的
物象用第一类表征来显现。

例如，假如聋哑者想说“手”或“皮靴”，他就换自己的手或皮靴。在
有语言能力的人说“我”、“你”、“他”的情况下，聋哑者就直接指自己和另
外的人。为了说明“红的”或“蓝的”，他就换换自己嘴唇的内部或指指天
空。第二类表征的表现通过模仿的概念。因此，当聋哑者表演一种姿态的时
候，例如他表演喝，那么这可能意味着“水”，或“喝”，或“渴”。把面颊
贴附到手上则表示“睡觉”，或“假寐”。像在拍打时那样用手富有表现力地
一挥，按情况可能意味着“长鞭子”，或“马车夫”，或“出发”。
用动作表现“火柴”，像把它燃着一样；
“蜡烛”——支起食指模仿蜡
烛，好像把它熄灭。在动作语里，也能模仿说话人所处的精神状态的征兆，
于是这些征兆也就变成了其他人同一种精神状态的表征。例如，模仿“冷”
的动作；微笑意味着愉快、赞同，认为某种东西是好的；而皱眉则意味着愤
怒、“责难”，认为某种东西是坏的。或许，赋予同一种表征的这些不同的意
义，可能会使人感到模糊不清；但总有办法加以改善，因为在某种表征的意
义始终不明确的地方，可以用另外的表征来补充。例如，假若要求表示“笔”，
那么模仿写的动作可能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方式既可以表示“写”，又可以
表示“信”；然而如果表现出擦拭和执着笔的样子，那么就变得明确了：所
表示的正是笔。
到现在为止，我们所叙述的这些表征自身就把自己阐明了，也就是
它们的意义由于它们的形式而显得明明白白，或者，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意
义都可能被一切研究那些表征之使用的局外人所猜中。动作语大部分是由这
类自己阐明的或自然的表征所组成的。
在那些聋哑人一起生活的情况下，他们采用了一些局外人若不预先了
解清楚是怎样产生的就很难了解的表征。例如，聋哑人同伴互相以带表情的
呼声来表示意思，如他们能够用缝纫的手势来表示某一个小孩子，正如询问
时所表示的那样，这种手势所以用来表示这个孩子，是因为他的父亲是个裁
缝匠。这类表征有的可能起源极为久远。例如，在柏林的聋哑人的作坊里，
砍头的手势意味着法兰西人。经过研究发现，孩子们为路易十六世之死的故
事所感动，他们在历史指南中读过这个故事，并且从那时起，就选取路易十
六世的死刑作为整个法兰西民族的表情象征。但是，对于任何刚开始学习这
类表征的儿童来说，如果他们不知道因何选用这些表征，那么这些表征也就
像是假造的了。
在研究了聋哑人之间所采用的动作语之后，再研究那些虽能说话，
但由于语言不同而彼此互不了解的人们之间所使用的动作语，是了解动作语
的基础的最好方法。因此，美洲西部大草原的著名的表征语，可以说只不过
是动作语的方言；这种表征语是白人狩猎队和土著之间以及各部族的印第安
人之间的会话手段。例如，“水”就是用手捧想象的液体和把它喝光来表示；
“火”则用大拇指紧贴太阳穴，其余手指张开来表示。虽然各个不同的部族
使用的表征十分丰富多彩，但是，人们之间的这类交际手段是如此自然，在
全世界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致像拉普兰人（Ｌａｐｌａｎｄｅｒｓ）这样一些居住在远
方的人们来到大城市后，当他们跟聋哑的孩子们相遇时，会感到自己的孤独
感减轻了，立刻就高兴地用全世界的表征语跟这些孩子交谈起来。用这种方
式只能理解具有自己解释性的自然的表征。而且在这类表征中，对局外人来
说有些也可能是完全矫揉造作的，是局外人暂时所不能理解的，因为它们是
旧的表征，这些表征现在已经丧失了它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十分明显的意义。

例如，北美表示“狗”的手势是用两个大拇指在地上画线，类似两个竿子在
地上拖。显然，这种在现实中没有意义的表征，是属于印第安人中没有马的
那个时代的。当时他们把支帐篷的竿子捆在狗身上，所以狗就拖着它们从一
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虽然狗比这还干更多的活，但现在习惯还保留着这
种表征。
应当指出，动作语无论在怎样情况下也不能逐字地表达我们的语言。
原因之一是，动作语极少能表现抽象概念。聋哑人能够表现制作各种不同东
西的能力，如筑墙或剪裁衣服，但是他们却无法通过手势表现让人了解对这
一切来说是一般的、我们所说的“做”的抽象概念。聋哑人甚至必须动用各
种不同的、极为拙劣的表现方法，来表示介词“在”或“从”的意义，例如，
像放或拿出他们说的物体。其次，我们拿某种句子跟那些些由聋哑人借助表
现同一内容的手势做一番比较，立刻就会看到，我们采用的许多词完全没有
与之相适应的表征。例如，假若我们用言词说：我留在桌子上的那个帽子是
“黑的”，那么，这个肯定的说法实际上能够用动作表达所有那些我们称作
实词的词，像帽子、留下、黑的，可以找到相应的表征。但是对于那些可以
称作“语 法意义的”词来说，如“ｔｈｅ（这），Ｗｈｉｃｈ（哪一个），ｉｓ（是）”，
就没有找到表征，因为没有表示它们的动作语。其次，语法确定了名词、形
容词和动词之间的区别。但是这些区别不能在动作语中找到。在动作语中，
对森林中的草地的表示，既意味着“草”，也意味着“绿色的”；而且在动作
语中，好像是为了自己暖手的动作，可能有“温暖的”，或者“取暖”，甚至
有“暖炉”的意义。在动作语中没有（假如不是向读者提出某些伪造手势）
任何跟词尾变化相应的词，即把你去和去、他的和他、在家和家相区别的那
种语法变化。这一切都受到观者心中唤起的某种图像的局限。开始，通过确
立注意的对象，后又通过以其他的形象来补充这一形象，或者伴有动作，来
唤起上述图像，直到不去叙述所需要的那一切为止。假如表征不是按照那种
系列一个接一个，以便根据它们的出现加进某种意义，那么观者就感困难。
例如，为了告诉聋哑儿童绿色箱子，首先应当做一种表示“箱子”的手势，
然后——作如，指房子旁边的草场，表明它的颜色是“绿的”。当前这种动
作语的措辞顺序是“箱子是绿的”；假如这种概念顺序按照语句中的形式加
以改变，那么，儿童就可能不理解草和箱子有什么关系。像猫消灭老鼠，跟
聋哑人的手势的顺序就不一致。聋哑人先从表示逃跑的小老鼠开始，然后表
示皮毛光滑而又长着须的猫，最后表示猫跳向老鼠，于是这就构成了“老鼠
猫消灭”。
从向读者所叙述的这种动作语中，可明显地看到，人能够借助肉眼
看得见的手势，用那么轻便而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在下一
个阶段，我们不得不阐明，如何采用另一类表征，即人类声音的表征。根据
和动作同样的一些原理，可以采用声音来表现我们的思想感情，区别只是以
听代替了看。
人们用来作为表征之一类的声音，是由一些充满感情的呼喊声或声
调组成的。人们用发出的呻吟声来显示痛苦，如同用变了相的睑来显示一样；
用欢呼如同用雀跃一样来表现愉快。当我们朗声大笑的时候，声音和面部的
表 情 完 全 一 致 。 这 些 声 音 也 就 是 用 发 声 所 表 现 出 来 的 动 作 （ ｓｏｕｎｄ －
ｇｅｓｔｕｒｅｓ）；我们所说的感叹词的大部分都属于这种声音。
借助这类感叹声和语调，可以极为确切地表现那些哪怕是极为复杂的

内心情绪，如同情，或者遗憾，或者懊恼。如果让某一个人试着装出一副微
笑的、轻蔑的或生气的面孔，并且开始说话，那么当时就可以发现，他的声
调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每一种特别心理状态所专有的面部表情，直接影
响着声音，特别是表现在元音的音乐素质上。因此，说话的音调就成了那种
他所感触到或把感触到的形之于色的感情的表征。说这种表现方式实际上是
音乐性的，那是因为它可以模仿提琴；在提琴上，改变音质，就可以把表现
忧伤变为表现愉快。人的声音也利用其他进入音乐领域的表现手段，如弱的
声音和强的声音、缓慢的声音和快速的声音、轻柔的声音和热烈的声音的对
照，和音调的高度按照音阶所进行的高低而变化。熟练地利用这些各不相同
的手段，说话的人就能在听者的心中使疲弱困苦的状态转为突然的惊异状
态，同时，抽象性的愉快动作发展为兴高采烈，而猛烈的暴怒逐渐平息为安
定宁静。我们全都能做到这一点，更重要的是，我们做到这一点，跟所使用
的语言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内心的激动可以借助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
的发育表现，甚至可以细致地表现。例如，一些意大利歌剧的语言对于它的
大多数英国听众来说，只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音节，但是他们可以借助音乐和
情绪的表现手段听懂。
显然，可以预断，不论那一民族所说的语言用这种表现方法必可为全
人类所了解。人类原来也是这样，因为最蒙昧的和离我们最远的部族，在感
叹词中也有像“啊！”“噢！”这种表现惊讶感、痛苦感、祈求感、威胁感、
轻蔑感的声音，他们跟我们一样理解愤怒的吼声 ‘ｕｒ－ｒ－ｒ！’减轻蔑的
“呸！” 其次一类用作表征的声音具有模仿的性质。就像聋哑儿童表现“猫”
的概念时模仿它的洗脸动作一样，会说话的孩子表现“猫”是模仿它的咪咪
叫声。如果这两个孩子想说明他们在想钟表，则哑孩就用自己的手表现钟摆
的摆动，而会说话的孩子就发出“嘀哒”的声音。在这里，声音又是表现音
响的动作。采用这种方法，借助对其固有声音的适当的模仿，我们的智力就
能表达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物象和动作。不只是孩子们用这种模仿声音来取
乐，而且这些声音也成了习惯用语，例如（英国人）说 Ｃｏｏ（鸽子的咕咕叫
声）就是鸽子，说 ｂｅｅ－ｈａｗ（驴子的叫声）就是驴子，说 ｄｉｎｇ－ｄｏｎｚ（铃
铛的丁当声）就是铃档，说 ｒａｔ－ｔａｔ（环子砰砰的敲击声）就是门环，等
等。未必需要补充说明，这些表现方法全世界的人都是了解的。
把表情的和用声音表现的动作合在一起，我们就获得了所谓自然语
言，这种语言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并且在蒙昧地区甚至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例如，某位欧人旅行家跟集聚在他那野营篝火旁的一群澳大利亚人谈话时，
或者跟一家蒙古人在他们的毡帐内谈话时，可以巧妙地运用这种语言。在这
种情况下，他不只运用最富有表现力的表情，还要同时伴有一系列的呼喊感
叹声和模拟声。这种语言形成了人间自然的交际手段。这种手段比起一些动
作来是远较完善的。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语言，是如此直接地从人类思维活动
中产生的，因而它必是从最遥远的时代起，从某个时期人已经存在的最原始
的状态起，就属于我们的种族。
在这里产生了一个最有趣味的问题，而每一位研究家都有可能试着
作出解答。低级动物在哪种交际阶段上，它们的动作和声音是跟人类的自然
语言相似的？每一位热心研究野兽和飞禽习惯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它们的许
多动作和叫声并不是为了它们之间的联络，而只是动物本身某种心理状况的
征候。例如在下列情况下所表现的：羔羊在牧场上欢跳，或兴奋的马匹在畜

栏内拍打蹄子，或动物由于剧痛而哼叫。动物在这样做的时候，一点也没有
意识到它们旁边有某种别的动物，完全像人一样，一个人在屋里，愤怒地紧
握自己的拳头，或者由于痛苦而呻吟，或者放声大笑。当动作和叫声成了为
其他动物而用的信号时，它们才接近于真正的表征。同人一样，低级动物所
做的那样的一些动作，所发出的那样的一些声音，当这些动作和声音能为其
他动物所理会时，也成了一种交际的手段。例如，马彼此亲昵地互咬，同时
相邀互相磨擦；家兔在地上顿足，别的家兔以同样的动作来回答它；鸟类和
兽类特别是公鸡和母鸡，在交配时明显地互叫。动物的动作和叫声，在不同
的情况下是如此明显地不同，我们根据经验，几乎有把握地知道它们的意义。
人的语言在其实践的合理件方面，并没有比召唤自己的小鸡的母鸡那咯咯叫
声，或者比牛摇着头，为威吓靠近垣栅的狗而发出的暴怒声走得更远些。但
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研究家能按迹探求哪怕是下面这样一只狗的智力发
展过程：它跳起来，为的是要得到一块肉；或者是吠叫，为的是让人给它开
门。很难说，在何种程度上，狗的智力能把跳跟喂食联想在一起，能把吠叫
同门将被打开联想在一起；或者，在何种程度上．狗形成了跟我们相类似的
那种关于它在做什么和它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观念。无论那里怎么样，很明显，
兽类和鸟类掌握自然语言到了这种程度，能体产生动作；能发出声音作为信
号，并作为信号来领会这些声音。然而狗的智力未必能超过下面这种理解力，
听到绝妙模拟咪咪的叫声．狗就在室内寻找猫。但是作为一个儿童，听到他
的乳母咪咪的叫声，很快就行出乳母想以此来对某一只猫说点什么，这只猫
可 能并没有在附近什么地方。由此可见，小孩子能够理解还没有被证实的
东西；而这一点，最聪明的狗、大象或猿猴是想不到的。小孩子能够理解，
声音可以用来作为思维或观念的表征。因此，低级动物虽然同人一样具有自
然语言的基本方法，然而未必能够超过这些最简单的萌芽，而人的智力却很
容易地过渡到最高级的阶段。
在对动作的自然语言和叫喊声的叙述中，在尚无较完善语言的地方，
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仅仅把这种语言看作是单独使用的。现在我们应当指出，
它的片断跟普通语可以一起使用。人们无论说什么语言，无论是说国语——
英语，还是说汉语，还是说乔克陶语，他们总要采用属于自然语的说明性的
动作、感叹语和模仿性的声音。母亲和乳母们在教小孩动脑筋和说话时就利
用它们。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引用托儿所的这类语言例子，因为我们的读者
中不注意它的人，未必能研究具有特殊用途的语言学。在成年人的对话中，
任意解释的声音或自然的声音变得较少了，但是它们还有，正如可从下面引
用的例子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不会把它们理解错误。
关于动作，其中有许多我们（英国人）和其他民族都还在采用，这
些想必是从人类原始时期起一代代传到现在的。如演说家，当他低下头，或
者举起带有威吓意味的胳膊，或者把想象的敌人推离自己，或者指向天空，
或者屈指历数自己的朋友或敌人的时候，他所作的姿势就是如此。其次，在
每一种语言中都采用了最为丰富多彩的充满感情的声音。我们来引用一些在
语法中提到的感叹词的例子： 英文的：ａｈ！＝啊！ｏｈ！＝哦！ｕｇｈ＝咄！ｆｏｈ＝
呸！ｈａ！ｈａ！＝哈！哈！ｔｕｔ（ｔ－ｔ）＝喷！Ｓｈ！＝嘘！
梵语的：ａｈｏ！（感叹）ａｈａ（责备）ｕｍ！（惋惜） 马来语的：ｅｈ！
（欢
欣）ｗｅｂ！（同情）ｃｈｉｈ！（不高兴） 加拉人（Ｇａｌｌａ）语的：ｏ！ｗａｙｏ！（悲
伤）ｍｅ！（恳求）。

澳大利亚语的：ｎａｂ！（感叹）ｐｏｏｈ！（蔑视） 转过来研究模拟声音
的词汇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一切人类语言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
无论是蒙昧人的还是文明人的，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着它们。一切儿童都能很
容易理解，下面谈到的动物和器物是怎样由于跟每一种声音相当而获得了它
的名称： 驴＝ｅｏ（埃及语）。乌鸦＝ｋａｋａ（梵语）。
猫＝ｍａｎ（汉语）。夜莺＝ｂｕｌｂｕｌ（波斯语）。
戴胜鸟＝ｎｐｕｐａ（拉丁语）。
响尾蛇＝ｓｈｉ－ｓｉｎ－ｇｗａ（阿尔衰琴人 Ａｌｇｏｎｑｕｉｎｓ 语）。
蝇＝ｂｕｍｂｅｒｏｏ（澳大利亚人语）。
鼓＝ｄｕｎｄｕ（梵语） 笛子＝ｕｌｕｌｅ（加拉人语）。
哨子一 ＰｉＰｉｔ（马来人语）。
铃裆＝ｋｗａ－ｌａ－ｋｗａ－ｌａｌ（雅加马人 Ｙａｋａｍａ 语）。
烟囱＝Ｐｕｂ（基切人 Ｑｑｉｃｈｅｔ 语）。
枪＝Ｐｕｎｇ（博托库多人语）。
这类语言经常在地方上的民间方言中或在每种语言的俚语中重新形
成，例如，英语的 ＰＯＰ，意思就是翻泡作响的姜酒；德语的 ｇａｇｕｅｌｅ，鸡蛋，
是由母鸡下蛋时的咯咯叫声而来的；法语的 ｍａｉｔｒｅｆｉｆｉ＝拾垃圾者“菲菲先
生”。以同样的方式用相应的声 音可以表现许多动作。例如，在巴西特昆钢
人（Ｔｅｃｕｎａ）的语言中，“打喷嚏”这个词用 ｈａｉｔｓｃｈｕ 来表示，然而威尔士
人用来表示打喷嚏的词是 ｔｉｓ。在奇努克人的方言中，摹声词 ｈｕｍｍ 表示“放
屁”，而赶牲口的人的 ｋｉｓｈ－ｋｉｓｈ 的喊声，变成了表示“赶”马或牛的动词。
甚至可以找到一些由摹声词构成的完整的句子，例如，阿比西尼亚的加拉人
为了表达“铁匠拉风箱”，就说“ｔｕｍｔｕｎｂｕｆａｂｕｆｔｉ”，恰如英国儿童能够说
“ｔｕｍｔｕｍＰｕｆｆｓｔｈｅＰｎｆｆｅｒ”一样。因为这类词汇是直接取之于自然，所以可
以预料，说十分不同语言的民族，有时一定会遇到大体相同的摹声语。例如，
西非的伊博语用 ｏｋｏｋｏ 这个词来表示雄鸡（英国人称做 ｃｏｏｋ）。英语的动词
ｔｏＰａｔ＝轻轻拍击，轻轻鼓掌，和 ｔｏｂａｎｇ 一拍，击，显然也是来自摹声，因
为这类词汇在其他的语言中也有。例如，日本人用 Ｐａｔａ－Ｐａｔａ 来表现拍或
打的声音，而约鲁巴黑人有一个动词 ｇｂａｎｇ，意思是“击”。
有一天曾经注意到这类自明语的研究家们，现在在他们所通晓的一
切新的语言中发现了它们。在声音经过一个隐喻化（也就是转移）的过程，
转变成与最初的意思稍远的新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要揭示它们需要作较为细
心的研究。但是，可以找到许多有助于阐明问题现状的明显情况。在美洲西
海岸的奇奴克人的俚语里，“旅店兼饭馆”称做“嘿嘿（ｈｅｅ－ｈｅｅ）馆”。对
这个术语，旅行者在不知道说这种有趣方言的民族中，摹声语“嘿嘿”不只
表示笑，而且引申为娱乐或消遣，因而这个术语实际上的意思是“娱乐馆”
的时候，可能会感到困惑。似乎很难找到某一种摹声语来表示宫臣，但是南
非的巴苏陀人（Ｂａｓｕｔｏ）能够非常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们有 ｎｔｓｉ－ｎｔｓｉ 这
个词，这个词的意思是苍蝇，实际上是对它的营营声的摹拟。他们单纯地赋
予这个词以阿谀奉承的寄生虫的意义，这种寄生虫在首领周围发出营营之
声，就像苍蝇在肉周围一样。这些取自不文明民族的语言中的例子，跟在最
文明的民族的语言中所遇到的例子相似，例如，英国人采用专门表示“吹”
的摹声动词 ｔｏＰｕｆｆ，来表示关于对某种事或某个人的空洞、欺骗的赞颂的
概念。假如这类词的发音改变了，则它们的起源就只能根据某种偶尔保留这

个词的原始音的旧记录来识别。例如，如果英语的 Ｗｏｅ（发音为 Ｗｏｕ— — “悲
哀”）向上按迹探求到盎格鲁撒克逊语的 Ｗａ（简单地说就是“哎呀”），那么
我们就将发现，它原来是现代音，就像变成表示痛苦或悲哀的名词的德语 ｗｅｈ
一样。同样，英国人未必会从 Ｐｉｐｅ（烟斗，发音为 Ｐａｉｐ）这个词的现代发
音，猜想到它的起源是怎样。但是，当他把它跟那些在发音上和英文的 ｐｅｅｐ
（Ｐｉ：Ｐ— — 发唧唧声）相近，意义为牧人们吹的芦苇管或芦苇笛的拉丁文
的 Ｐｉｐａ、法语的 Ｐｉｐｅ 加以比较，那么，他就会看到，乐器管子的声音本身
灵活地转变成了表示所有各类大小管子的词——其中也包括供吸烟用的管子
（烟斗）和水管（水烟筒）。与此相似，词汇像战时的印第安人一样地流浪，
同时随着移动消灭了中途的足迹。极为可能的是，我们常用的许多词，都是
以这种方式由真正的摹声词组成，但是在现在，永不复返地丧失了它的原始
表现力的痕迹。
我们还没有用尽我们所了解的，用它可以把某种意义赋予声音的手
段。当需要指出词义的改变时，人们常常改变它的某种发音。不难看到，在
西非沃洛夫人的语言中是怎样的。在这种语言中，ｄａｇｏｕ 的意思是“走”，ｄａｇｏｕ
的意思是“昂首阔步，傲然而行”；ｄａｇａｎａ 的意思是“卑贱地请求”，而 ｄａｇａｎａ
则是“要求”。在姆蓬圭人的语言中，改变发音就能赋予该词以反义，例如，
ｍｉｔｏｎｄａ 的意思是“我爱”：而 ｍｉｔｏｎｄａ 的意思则是“我不爱”。英国人采用
同样的方法，改变他们的动词 ｗａｌｋ— — 走、ａｓｋ— — 问、ｌｏｖｅ— — 爱的发音
的音调。这种借助声音的差别来表现意义的差异的过程，可能还将继续进行
下去。化学家盖顿·德·莫尔沃（ＧｕｙｔｏｎｄｅＭｏｒｖｅａｕ）所创造的词中，可以
找到借助声音而明显地象征化的可资借鉴的例子。在他为化学的混合物体所
定的名称中就已经有了 ｓｕｌｆａｔｅ（按照拉丁语的型式像 ｓｕｌＰｈｕｒａｔｕｓ 那样组
成的），但是后来，他需要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具有另一种成分的硫化盐，因
此，为了指出存在差别的事实，他改变了一个元音字母而构成了 ｓｕｌｆｉｔｅ 这
个词。大概他并不知道他已经动用了在许多粗俗的语言中所见到的创造词汇
的方法。例如，在满族语中，声音的差别是为了指出性的差别。ｃｈａｃｈａ 的
意思是“男人”，ｃｈｅｃｈｅ 则是“女人”，ａｍａ 的意思是“父亲”，ｅｍｅ 则是“母
亲”。同样，常常利用改变元音字母的方法来表现距离，例如，在马尔加什
人的语言中，ａｏ 的意思是“在附近”，ｅｏ 是“还要近些”，ｉｏ 则是“十分近”。
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很容易构成一系列富有表现力的人称代词，例如，在图马
尔语 中，ｎｇｉ 的意思是“我”，ｎｇｏ 是“你”，ｎｇｕ 是“他”。另一种可以达
到多种目的的，非常著名的方法是重复。这种重复是在强调或加强意义，例
如，在波利尼西亚人中，ａｋａ 的意思是“笑”，变为 ａｋａ－ａｋａ 时意思就是“笑
了一阵子”，而 ｌｏａ 的意思是“长久”，变为 ｌｏｌｏｌｏａ 时意思就是“非常久”。
我们（英国人）的 ｈａｗ－ｈａｗ（矮篱笆）和 ｂｏｎｂｏｎ（夹心糖）这些词，
也是以同类方法构成的。借助重复的方法也很容易形成多数，例如，在马来
语中，ｏｒａｎｇ 的意思是人，ｏｒａｎｇ－ｏｒａｎｇ 的意思就是人们；在日本语中，ｆｉｔｏ
的意思是人，而 ｆｉｔｏ－ｂｉｔｏ 的意思就是人们了。我们最为熟悉的重复是表示
动词时间的重复，像希腊文中的 ｄｉｄｏｍｉ（我给）和 ｔｅｔｕｐｈａ（我打过了），
拉丁文中的 ｍｏｍｏｒｄｉ（我咬过了）。
这些赋予声音以某种意义的巧妙而又十分容易理解的方法证明，人
是多么容易越过单纯模仿的界限。语言是制作或选择标志的伟大艺术的一个
分支，它的问题在于寻找某种声音作为适合每一种意义的符号或象征。因此，

无论从哪里采用什么样的声音，这种选择无疑是有原因的。但是不应当由此
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语言都选取同一种声音。
这一点在属于儿童语言或小儿语言（ｂａｂｙ’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的特殊词类中十
分明显。而（英语的）ｂａｂｙ（婴儿）这个词本身也是属于上述词类之中的。
在全世界，这类词都是由某些简单的音节构成的，幼儿们发这些音节的音较
发其他音节的音为早，这些音节几乎不管怎样全都被拿来作为儿童关于母
亲、父亲、乳母、玩具、睡觉等的概念的标志。
因此，在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应用 ｐａｐａ 和 ｍａｍａ 这两个词的时候，智
利人则以 ｐａｐａ 这个词做“母亲”，而格鲁吉亚人用 ｍａｍａ 这个词作“父亲”。
但是，在各种不同的语言中，ｄａｄａ 的 意思则可能是“父亲”、
“堂兄弟”、
“乳
母”；而 ｔａｔａ 的意思则可能是“父亲”、“儿子”、“再见”！这类儿童词汇也
常常在成年人的语言中流行，并对它们稍加改变，它们就具有了普通词汇的
形式。例如，未必有谁能够预先怀疑英语中的 Ｐｏｐｅ— — 爸爸和 ａｂｂｏｔ— — 神
甫这些词来源于儿童词，然而如果把它们按迹探求到全是表示“父亲”概念
的拉丁文的 ｐａｐａ 和叙利亚语的 ａｂｂａ，这一点就变得清清楚楚了。
这些儿童词汇已经超出了意义自明的动作和声音的“自然语言”的
范围。于是我们也就由自然语言的简单而明显的事实转到“字音清楚的语言”
的晦暗不明而难以寻求的起源上来。在研究英语或人类所说的上千种语言中
的任何其他语言的时候，我们发现，大量使用的词汇没有表明声音和意义之
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在自然的或意义自明的语言中却是那样的明显。我们
拿下面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区别：当儿童称怀表为 ｔｉｃｋ－ｔｉｃｋ 的时候，这个
名称就清楚地说明了它自己。但是，当我们称它为钟表（ｗａｔｃｈ）时，这个
词完全没有表明为什么要用它。众所周知，这种用品由于能像更夫
（ｗａｔｃｈｍａｎ）一样记时而获得了它的（英语的）名称。而更夫的名称指出他
的任务是 ｔｏｗａｔｃｈ（守护），这个词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语 ｗｏｅｃｃａｎ，来自
ｗａｃａｎ— — 运动、守夜（ｔｏｍｏｖｅ，ｗａｋｅ），但解释就此中止，因为还没有一位
语言学家能够指出，为什么 ｗａｃ 这个音节表示这个专门概念。——然而假如
哪一个孩子把这件机器称做 Ｐｕｆｆ－ｐｕｆｆ，这个名称本身就自我解释了。
成人称这件机器（ｅｎｇｉｎｅ）用的是经过法语来自拉丁文的 ｉｎｇｅｎｉｕｍ 的
术语，意思是某种“天生的”东西，由此产生了天赋的能力或“天才”
（ ｇｅｎｉｕｓ ）； 由 此 又 产 生 了 天 才 的 努 力 、 发 明 或 装 配 ， 进 而 又 产 生 了
ｅｎｉｇｎｅ— — 机器。还可以进一步把这个拉丁文的名称分解为若干部分，这时，
我们就可以看到，ｉｎ 和 ｇｅｎ 这两个音节表达了“在内”和向里面、“出生”、
生产的概念，但是，字源学的分析在这里又中断了，因为谁也不知道，为什
么选取这些音来表示相应的意义。最低限度可以说辞典中全部词汇的十分之
九都是这样。
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能解释为什么 ｇｏ（去）不表示“来”的概念，而
ｃｏｍｅ（来）这个词不表示“去”的概念。同样，最精确的研究也不能查明，
为什么古代欧洲的 ｃｈａｙ 的意思是“活的”，而 ｍｅｔｈ 的意思是“死的”，或者
为什么在毛利语中，ｐａｉ 的意思是“好的”，而 ｋｉｎｏ 的意思是“坏的”。某
些语言学家断言，与本章中所叙述的相类似的富有感情的和模拟性的声音，
是所有语言的真正来源，虽然现在大多数词还没有发现任何这类起源的痕迹
——这是因为它们在其发音和意义长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因
此，它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标志，而这些标志的意义不得不从自己

的教师那里去学习。
诚然，所有这一切在现实中都是存在的，但是，采用这类意见想充分
解释语言的起源是不科学的。在指出表达感情的模拟声音的方法同时，我们
还在这里指出了某些其他的手段，人借助这些手段选择声音来表现自己的思
想，谁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呢？我们只是暂且有权肯定，如果根据我们
所知道的人类选择表征的全部方法来判断，大概总有某种使每种特别的声音
适于表现每种特别思想的适当原因或联系。显然，所能坚持的那种最主要的
关于语言起源的著名任务的意见，就是如此。
同时，关于人类用适当的声音创造新词的方法的有限知识，对研究
人类的本性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这些知识证明，能够对语言按这探求到它的
真正源泉，而这个源泉不是什么已经丧失了的人的天资或才能，而是一种至
今也没有超出儿童和蒙昧人的智力水平的智力作用。语言的产生不是一种在
很久之前某个时候一次就全都产生，而后就完全终止的现象。相反，迄今为
止，人只要需要，他就有能力并运用这种能力，通过选择适合于思想并为这
种思想所特具的声音来创造新的独特的词汇。但是在现代，他并不经常去严
肃地运用这种能力，其主要的原因是，人所说的任何语言都有词汇的储备，
这种储备几乎能够满足表现人类头脑中出现的一切新思想的需要。

第五章 语言（续）

字句清晰的语言——意义的发展一一抽象的词——实词和语法意义
的词——词类一句子——分解语言——词的配合——综合语言——词冠——
音变——词根——句法——支配与一致——性——语言的发展 因为句子是
由它组成的声音连成的，就像肢体是由它的关节连成的一样，所以我们把语
言称为字句清晰的或逐节连接的声音，以便把它跟低级动物发出的字句不清
的或音节不相连接的声音区别开来。如上一章中所说的那样，借助动作和喊
声来说明，是全人类所共有的自然语，它处于动物互相联络方法和创造出来
的人类语言之间的中途。到后来每一个民族，那怕是最小的和最蒙昧的部族，
都具有字句清晰的语言，这种语言有完整的声音和意义的体系，这种体系就
像人所生活的世界上包容一切事物的名册一样，供说话的人使用，这个名册
包括着他所想的全部目标，并使他能够说出他所想的每一个目标是什么。希
腊语法和拉丁语法向我们充分证明，这类语言是多么复杂而奥妙的工具。
然而我们越是仔细地审视这类难学的语言，它们是从最早和最简单的
语族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就变得越发明显了。系统地研究如麦科斯·缪勒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ＭａｘＭｕｌｌｅｒ）、塞斯（Ｓａｙｃｅ）、惠特尼（Ｗｈｉｔｎｅｙ）和皮尔（Ｐｅｉｌｅ）
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语言构造，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只是注意下面这种事实：
创造语言的许多过程至今仍然在人们中间继续着。而且语法并非是一系列由
它们的编者任意确定的规则．而是人类努力寻找较容易、较完全和较确切地
表现自己思想的结果。读者可以理会到，我们的例子，取自英语较之取自任
何其他语言为多。这样做的原因，不只在于采用最熟悉的句汇做例子方便，
而且也在于所有现存的语言中，英语对于说明一般语言发展来说，可能是最

好的。同时，英语大部分都能够按迹探求到邃古，它的构造，在其发展的道
路上已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它的目前状况，既保存着古代构造的遗留，又以
继续不断的最自由的发展作为特点。因此，在某一方面，英语可以向我们阐
明那四种过程之中的三种某类事物，大家都知道，这四种过程促成了语言的
建立，它们无论何地何时都不会完结。
人类的知识随着时代的流逝而扩大了，而文明也随之复杂起来，人
的语言必定也不落后于它们。对于人的早期粗野生活状况来说，较少量的和
较简单的语句就足够了，但是后来，就需要补充越来越新的术语以表示新的
概念、工具、职业、任务和获得较高组织的社会中的关系。词源学证明，改
变和综合旧的词汇，把旧词汇从原来旧的序列转到新的序列中，为了新的需
要，改变它们的意义，并在一切新义中找出距旧义之一有某种相似的地方，
而这种相似之处就使得能够提供第一个名称，这样，上述这类新词汇就创造
出来了。英语中到处有这种创造和转移词汇的方法的痕迹。例如，用大石建
筑的营房至今英语仍称做 ｂａｒｒａｃｋ（亦即棚屋），跟它那简陋的前驱者的名
称 一 样 。 其 中 所 住 的 部 队 是 团 （ 也 就 是 管 理 或 指 挥 单 位 ）， 是 由 兵 士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也就是雇佣的人）组成的，属于步兵（ｉｎｆａｎｔｒｙ，也就是徒步
战斗的青年），对他们进行检阅（ｉｎｓｐｅｃｔｅｄ，也就是视察）；每一个连队
（ｃｏｍｐａｎｙ，也就是一起生活的单位）都是在陆军步兵上尉（Ｃａｐｔａｉｎ，也就
是首长）及其陆军中尉（ｌｉｅｕｔｅｎｅｎｔ，也就是助手）指挥之下组成的。时钟
（ｃｌｏｃｋ）——处在房屋正面的机器，它们保持着它那表示“钟”的旧名称：
从由更夫击响的一口钟作为器件起，这钟就被认做是时钟了：在现代，给钟
补加了锤（ｗｅｉｇｈｔｓ），名叫重锤的金属块；其次叫摆锤（ｐｅｎｄｕｌｕｍ，或悬坠），
最后是字盘和指针，这些东西英语比喻地称做 ｆａｃｅ（面）、ｈａｎｄｓ（手）。为
了指出时（ｈｏｕｒｓ，即时间）的度数（ｓｃａｌｅ，或阶梯），分成了若干分——ｍｉｎｕｔｅｓ
（即若干小部分），然后再分成若干秒——ｓｅｃｏｎｄｓ（或其次的部分），所有
这些例子有意不从字源学的深处去寻取，所以采用它们，只是为了指出那些
一般的途径，语言通过这些途径寻求为日益发展的社会供给新术语的手段。
理应援引一些证明文明程度差的种族的语言以同样方法完成自己任务的例
子，阿兹特克人把小舟称为“水屋”（ａｃａｌｌｉ），由此就把那种里面燃点柯巴
树脂的香炉称做“柯巴树脂小舟”（ｃｏｐａｌａｃａｌｔｏｎｔｌｉ）。温哥华岛的居民们
看到螺旋推进式的轮船以后，立即称它为 ｙｅｔｓｅｈ－ｙｅｔｓｏｋｌｅｈ，也就是“踢
动船”。从密苏里来的希达察人（Ｈｉｄａｔｓａｓ）直到不久前还用石头作他们的
箭和斧头，他们认识铁和铜的时候，就为这些金属编了名称：ｕｅｔｓａｓｉｐｉｓａ
和 ｕｅｔｓａｈｉｓｉｓｉ，也就是所谓“黑石”和“红石”。当白人把马牵到从来没
见过马的民族中去的时候，按照上面这种情况，居民们（塔希提岛的）就给
马起了个叫做“带人的猪”的名称，而印第安人中的苏人（Ｓｉｏｕｘ）则称它
为“魔法狗”。
为了更好地了解词汇如何开始表现更为困难的概念，应该回忆对照
一下动作语和谈话用的英语。我们看到，聋哑人丧失表现一般的和抽象的概
念的能力到了何种程度。但是不能认为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这些概念。当他们
能够利用某种性质或动作作为整体的特征的时候，他们就用表征作为一般的
术语。例如，用两手像翅膀一样轻轻拍动，表示一切鸟或一般的鸟，用像是
四肢站立的那种动作，表示野兽或一般的四足动物。用杯予往外灌注什么东
西的动作，表现一般液体的概念，这种概念在他们心里也像在我们心里一样，

包括水、茶、水银：在他们心中大概也同样有其他的抽象概念，如一切白东
西所共有的白色，一切硬物体所特具的长度、宽度和厚度，虽然比起我们来
形式是较为模糊的。
但同时，聋哑人的表征必然会使我们去想他所表现的那种东西本身，
而发音词却能传达它的意义，无论想到哪里，它都能够随之而至。以这种观
点来观察词汇是有益的，这时我们会看到，它们是怎样从那些像美洲蒙昧人
的手势所表示的那样简单的思想，发展到法学家、数学家和哲学家所使用的
最难的木语）正如洛德·培根（ＬｏｒｄＢａｃｏｎ）所说过的，我们的词汇变成了
概念的明确标记。借助词汇，我们就能够运用我们所获得的抽象概念，把某
些思想进行比较，但是，只是注意其中的那种普遍性的东西。毫无疑问，读
者或许很容易正确地运用下面这些词汇，如类别、种类、东西、原因、做、
是、受苦。
假如他试图向自己说明这些词实际上表示什么，也就是它们在任何人
使用时伴随着什么意义，那么，他自己就可以从某时能够通晓的语言学或哲
学中上到最好的一课，对于那些除了本国语言以外不会说任何其他语言的英
国人来说，适当的词汇实际上像是为了表现他们的思想而偶然选出的确切标
记。学会了实际的方法之后，就想如何和在哪里把它们应用到事实上去，人
们甚至很少意识到这些词汇的极为抽象的性质。语言学家不可能完全按迹探
求所有这类术语的历史，但是他知道它们是从容易理解的同汇中产生出来
的，这就足可以产生信心。就像下面这样：如非洲的博尔努语言 ｔａｎｄｏ— —
“织”变成了一般动词“做”；又如古代希伯来语 ｂａｒａ— — “切”或“砍”，
应用于天和地的建立上，以及英语词 ｔｏｍａｋｅ— — “做”，最初多表示“联合”
或“配合”。英语词 ｓｏｒｔ— — “类别”或“种类”，来源于拉丁文 ｓｏｒｓ— — 签，
它经过了一系列意义的变化，如“命运”，“前途”，“状况”，“机缘”，“部
分”；英语的 ｋｉｎｄ— — “种类”，意思是“一族”或家系；ｔｏｂｅ— — “将”，多
表示“成长”；ｔｏｓｕｆｆｅｒ— — “受苦”，表示“遇到困难”。高级形而上学谈到
“观念之领悟”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ｉｄｅａｓ），但是，现在变成隐晦不明的这些
词最初的意思是“抓住形象”。人们这样由表现简单和肤浅的思想的词汇，
创造出较为复杂而隐晦的概念的术语，这可能正是词源学的教导所带来的益
处。这是人类智慧从无知识到有知识所走过的一条道路。
应当注意下列语言方法，是运用“语法意义的”词，这些词是用来
结合“实词”和“指示词”的。这后两种词彼此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呢？这
一点在研究动作语（第 ８４ 页）时已经阐明了。假如聋哑人想用动作表明：
“约
翰来了，他带来了波尼马的马具，把它放在长凳上”，——那么他能够令人
十分满意地表达这种意思，但是他只能靠简单地摹拟句于的“实词”部分来
达到这一点，就是只能摹拟：“约翰”，“马具”，“波尼马”，“带”，“长凳”，
“放”。不定的和确定的（在英语和其他语言中）冠词“ａ”和“ｔｈｅ”，介词
“ｄ”，连词“ａｎ”，存在动词“ｉｓ”和代词“ｈｅ”，“ｉｔ”，这样一些语法手段，
在聋哑人的自然表征体系中是没有关于它们的手势的，而它们的意义，他只
有在学会读的时候才能知道。但是，如果聋哑人在叙述时表示得非常确切，
他实际上也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很好的手段，一种我们会说话的人能够用语法
意义的同汇来理解的手段，虽然他不能用同冠来表现不定冠词（英语中的
ａ），但是谈到一般长凳时，他能够竖起一个手指来表示这是“一条”（ｏｎｅ）
长凳；虽然他没有手势（像英语中的冠词 ｔｈｅ）来表示“特定的”波尼马，

但他能指出这是“那匹波尼马”（ｔｈａｔｐｏｎｙ），以代替对该副马具之所属的说
明，然后他能表明，真像是把这副马具“从波尼马上”摘下来（ｏｆｆ）。但是
英语的词源学常常证明，我们的语法意义的词是以极为相似的形式由“实词”
造成的：ａｎ 或 ａ 最初是数词 ｏｎｅ（一个），苏格兰语现在仍然把它称做 ｏｎｅ；
冠词 ｔｈｅ 来自同样的七个词，ｔｈａｔ— — “那个”和 ｔｈｅｒｅ— — “在那里”也是
从那里来的；介词 ｏｆ 是从同一个来源借来的，介词 ｏｆｆ 也是如此；连词
ａｎｄ— — “和”可以按迹探求到较实的意义“其次”、
“以后”；动词 ｔｏｈａｖｅ（有）
在“Ｉｈａｖｅｃｏｍｅ”（我已经来了）中完全变成了助动词，但是当某一个人抓住
了另一个人，叫喊：
“Ｉｈａｖｅｈｉｍ！”（我捉住了他）的时候，它仍然全部保留
着它从前的握住或捉住的意义。当英国人说他“ｓｔａｎｄ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改正过
来了）时，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用脚站着（ｓｔａｎｄｓ）；在这里，动词 ｔｏｓｔａｎｄ
变成了语法上的助动同，这种助动词较之被动式“ｉ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ｅ”（被改正了）
表达得并不怎么充分。应当指出，代词也是由较为“实的”词形成的。像聋
哑人为了表示“我”和“你”，直接用手指指自己或另外一个人一样，格陵
兰人的 ｕｖａｎｇａ— — “我”和 ｉｖｄｌｉｔ— — “你”，是由 ｕＶ— — “这里”和 ｉｖ— —
“那里”产生来的。在马来人中见到的是完全另一种方法，在那里，ａｍｂａ—
— “奴隶”用做代词“我”，ｔｕｗａｎ— — “主人”用做代词“你”。问题是怎样
做到清楚地解释欧洲语言。英文《圣经》里下列翻译语句中，
“你的仆人说”，
“我的主人知道”，“你的仆人”和“我的主人”这些术语，正是处于变为表
示“我”和“你”的纯人称代词的过程之中，而这在马来语中已经实际完成
了。在实词和语法意义的词之间划出某种精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正由于这
个简单的原因，词汇从“实”的阶段是如此逐渐地过渡到“语法意义”阶段，
以致同一个词可以做为两种方式来使用。
虽然这种区别不大可能很确切，但它却值得充分注意。任何一个人，
他用英语叙述某一个易于了解的故事，若只用实词，不借助组成句于的环节
的语法助词，他就会看到，运用语法意义的词是人在创造字句清晰的语言中
所迈出的最伟大的步伐之一。
语言学进一步解释，复杂的语法手段如何从简单的萌芽中发生。从
希腊和拉丁的语法中，我们已熟悉“词类”高度发展的形式。区别这种形式
的“词类”、是指出一个句于中不同思想之间相互关系的有益手段。但是，
没有词类也能将就，不能设想，它们在最早期的语言形式中就有了，在研究
动作语时就已指出过，在动作语中，即使是在名词和动同之间也没有任何区
别。在古典汉语中，ｔｈｗａｎ（团）的意思是“圆的”、
“球状物”、
“使成圆形”、
“环坐”等等。“ｎｇａｎ”（安）的意思是“安静的”、“安乐地”、“安慰”、“是
安静的”等等。我们英国人能够十分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语言已经如此
地丧失了古代的单词的变化，以致消灭了近于中国型的词类之间的差别。某
一个词时而用作名词，时而用作形容词，时而又用作动词，如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ｑｕｉｅｔ （ 人 民 的 安 静 ）， ａｑｕｉｅｔＰｅｏＰｌｅ （ 安 静 的 人 民 ），
ｔｏｑｕｉｅｔｔｈｅＰｅｏｌｅ（使人民安静），没有任何手续就把动词变成了名词，如工
人们的 ｓｔｒｉｋｅ— — 罢工（来自 ｔｏｓｔｒｉｋｅ— — 打击）；或把名词变为动词，如
ｔｏｈｏｒｓｅａｃｏａｃｈ— — 给四轮马车套上马（来自 ｔｈｅｈｏｒｓｅ— — 马）。
可以研究新的词类是怎样形成的。例如，汉语表明，怎样能够使名词
或动词成为介词。
如 ｋｕｏｃｈｕｎｇ，也就是（逐字译）“王国中间”，意思是“在王国中”；又

如 ｓｈａｊｉｎｉｔｈｉｎｇ，也就是“杀人以杖”，意思是“用木棍做工具把人打死”。
同样，一种非洲语言——曼丁哥语，我们看到它是处在名词 ｋａｎｇ— — 脖子
和 ｋｏｎｏ。——肚子形成前置词的过程之中。当这个民族的人说“放桌子脖
子”时，是代替“放在桌子上”，说“屋肚子”时，是代替“在屋里”。
下面我们研究通过旧词结合以形成新词的语言发展方法。为此不应
采用单独的词，而是采用它们在现实的语言时态中一个接另一个这种形态的
词。语言是由句子组成的，而句子又是由词构成的，而每一个词都代表着一
种具有一定意义的被特定发出的声音。
从像汉语这样的语言中，可以获得关于句子的最简单的概念；在汉语
中，句子可以被分解为若干每个都是由单音节构成的单词。例如，
ｋｏｕｃｈｉｓｈｉｊｉｎｓｓｅ，也就是“狗猪食人食”，意思是说，狗和猪吃人的食物。
能够这样完全分割成块的语言类型，称为分解型或孤立型。但是，在大多数
世界语言中，语言或多或少是综合性或组合性的，把单词分割开的倾向性不
那么强，而单词能够自相并合。为了理解复杂的或合成的词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将考查一些较之一般更受注意的某种英国句子。对它细听一下，我们就
会发现，说出的词实际上不是像书写时那样分立的，而是在说话的人没有停
顿之前，音节一个接一个不相间断。其次，单词实际也不是跟别的词分立，
而是在它里面分出了重音，或者（假如采取斯威特 Ｓｗｅｅｔ 先生的说法）对它
重读。我们发现，有时某些词实际上是自相并合了。这类合并是逐渐进行的，
我们有时试图用书写这些词的各种不同方法来表示，例如这些词：ｈａｒｄｗａｒｅ，
ｈａｒｄ－ｗａｒｅ，ｈａｒｄｗａｒｅ（铁器），或是 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ｓｔｅａｍｓｈｉｐ
（轮船）。细听一下这类合成词，我们就会发现，其中之一失去了它的重音，
整个复合词只剩下一个重音。在现代语言中，我们能用音调来表示两个单词
合并为一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如此。走得更远一步的是，合成词中的一个字
的声音变得含糊或被简略了，如合成词的末尾字：ｗａｔｅｒｍａｎ 船工，水道管
工或饮马场工人）和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不义的，非法的）。或者可以把两个合并在
一起的词略去一部分，如 ｂｏａｔｓｗａｉｎ（领港人，船长）和 ｃｏｘ－ｓｗａｉｎ（艇长），
其中正字法还保留着指挥 ｂｏａｔ（小船）或 ｃｏｃｋｂｏａｔ（小船）的 ｓｗａｉｎ（小
伙子）的最初的意义，但是在口语中。这些词用声音来表达就缩短到能够写
成 ｂｏｓｕｎ，ｃｏｘｕｎ。这种通过合并两个或较多的旧词以构成新词的方法，是
古代和新时代的词汇创造者们增补自己应用较方便的术语的主要手段之一。
这些术语的个别部分按照重要性的减少程度在发音时也被切短了。在这种过
程还没有发展得很远的情况下，语言学还能够找到这类词汇的最初成分，在
ｆｏｒｔｎｉｓｔｉｔ（两星期）中辨别出 ｆｏｕｒｔｅｅｎｎｉｇｈｔ（十四夜），在 ｕｎｄｅｃｉｍ（十
一）中辨别出 ｕｎｕｓ 和 ｄｅｃｅｍ；在法语的 ｏｎｚｅ 中缩短得就更加多了；在拉丁
文的 ｊｕｄｅｘ（法官）中辨别出 ｊｎｓ，ｄｉｃｏ，到英语中就成了 ｊｕｄｇｅ。
表明单词在较不寻常的语言中怎样形成的例子，可以举马来人表示
“箭”的术语 ａｎａｋ－ｐａｎａｈ，它本身的意思是“孩子——弓（的）”，以及澳
大利亚人表示“万众一心”概念的术语 ｇｕｒｄｕｇｙｎｙｕｌ，它的意思实际上是“心
——（在）———来到（到达了）”。
为了说明这类词是怎样变短的，可以拿曼丁哥人表示“姊妹”的词
ｍｂａｄｉｎｇｍｕｓｏ 来分析：这个词是由 ｍｉｂａｄｏｄｉｕｇｏｍｕｓｏ 组成的，它的意思是“我
的——母亲（的）——孩子——妇女”。温哥华岛的土著们给一种长髯的英
国人起了一个名字叫 Ｙａｋｐｕｓ；看来，这个名字是来自 ｙａｋｈＰｅｋｕｋｓｅｌｋｏｕｓ，

是由意思为“脸上长着长胡须的人”的词组成的，而在谈话中采取了缩短的
形式 ｙａｋｐｕｓ。如果这个词的历史没有偶尔得到保留下来，任何人也不可能
猜到它本身是怎么回事。这在语言科学中是最重要的一课，因为极为可能，
在世界语言中有成千上万的词是通过缩短长的复合词而达到我们现在所见到
的那种状态。而且这类缩短是像在我们最后一个例子中那样随便发生的，它
的历史情况后来就失掉了；对总有一天会重新找到单词的最初形式和意义的
任何有根据的希望，也就随之消失了。
何况，这类缩短的过程不只是复合词可以遇到，而且波及整个句子，
宛如把它并进一个词里。在这里，合成的或组成的原则达到了它的最高度。
作为跟第 １０８ 页为了指出它的词完全分立而引用的分解的中文句子相对照，
我们现在引用一种非洲语言的句子，以便说明，这类分立性能够丧失到何种
程度。当黑人格里伯（Ｇｒｅｂｏ）希望表达他非常愤怒的时候，他按照习惯比
喻地说：“这在我的胸中竖起了一根骨头。”这种说法的全话是这样的：
ｅｙａｍｕｋｒａｗｕｄｉ；但是在现代语言中，这个说法把它们这样合并到一起，实际
上的发音是 ｙａｍｕｋｒｏｕｒｅ。很容易看到，在这类缩短自由发生的情况下，某
种野蛮部族的语言在几代过程中，可能会改变到未必还能认出它的程度。事
实上，如果注意英语在会话时是如何并合的，那就不难确信，我们自己的语
言也发生了像野蛮人语言中发生的那样一些迅速的变化，假如学校教师和印
刷者不阻碍这一点的话——他们坚决主张保留我国语言的稳定和分立的形
式。
这里所引用的通过结合旧词来组成新词的少数例子，可以用来阐明
那个大原则，即这类结合远不是某种困难之源，而是构成语言的最重要的手
段之一。其中，确定下列事实：语法的派生词的构成和单词的变化，一部分
是通过构成特别类的单词完成的，这是现代语言学的伟大发现之一。拉丁语
选取了若干种没有意义的词冠来改变词，使它们变成各种不同的词类（例如：
ａｇｏ，ａｇｉｓ，ａｇｉｔ，ａｇｅｒｓ，ａｇｅｎｓ，ａｃｉｕｍ，ａｃｔｏｒ，ａｃｔｉｏ，ａｃｔｉｖｕｓ，ａｃｔｉｖｅ
等等），这对于古代的学者来说，必定以为是不可解释的和任意做出的事情。
但是，当发现在现代语言中词的合并，也是在某种同类现象中发生的时候，
则这个谜就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例如：词尾 ｈｏｏｄ— — 在 ｗｏｍａｎｈｏｏｄ（女
性，阴性）中和在 ｐｒｉｅｓｔｈｏｏｄ（僧侣，牧师——现在是单纯的语法后缀，
在古代的英语中构成了独立的词 ｈａｄ，意思是“形式”，“方式”，“状态”）
中，和后缀（英语副词和形容词）ｌｙ 从前是单独的词 ｌｉｋｅ“相像的”，这显
然是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词 ｃｗｅｎ－ｌｉｃ，“像王后般的”，但是现代英国人
说 ｑｕｅｅｎｌｙ。在乔臾时代的英语中，像代词 ｔｈｏｕ（你）变成了纯粹的动词词
尾（在 ｓｌｅｐｉｓｔｏｗ，ｈｅｒｄｉｓｔｏｗ— — 你睡觉，你听——中）。
“ＨｅｐｏｋｙｄＪｏｈａｎａｎｄｓｅｙｄｅ
，
Ｓｌｅｐｉｓｔｏｗ？
Ｈｅｒｄｉｓｔｏｗｅｖｅｒｓｉｌｋａｓａｎｇｅｒｎｏｗ？” 在英语中，动词“给”（ｔｏｇｉｖｅ）的将
来式是“Ｉｗｉｌｌｇｉｖｅ”，或谈话形式“Ｉ’ｌｌｇｉｖｅ”。在这里，正字法分出了这
种合并发音。但是，法语的将来式 ｄｏｎｎｅｒａｉ，ｄｏｎｎｅｒａｓ 是动词 ｄｏｎｎｅｒ 带有
助动同 ａｉ，ａｓ，它们连写带发音都是合在一起的，所以 ｊｅｄｏｎｎｅｒａｉ 实际上
是像“我将给”一样的完整的句子。复数的 ｄｏｎｎｅｒｏｎｓ，ｄｏｎｎｅｒｅｚ 已经不可
能这样按部分来区分，因为助动词的残余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丧失了意义的
ｏｎｓ、ｅｚ 语法词冠。有根据推测，希腊和拉丁语法中的许多词冠是以同样的
方法产生的，也就是通过把个别的词结合起来，随后又加以缩短的方法产生

的。但是不能断言，所有词冠的起源一般都是如此。正如在上一章里已经指
出的那样，当人需要表达某种思想的时候，他竟能十分熟练地、有时是经过
极远的迁回路线找到表示它的声音。例如，词冠 ｇｅ，德语通常借助它组成
过去分词。很明显，这个词冠的最初的意思是“同”或“一起”，词冠迄今
仍然把这个意义保留在单词里，如 ｇｅｓｐｉｅｌｅ— — “儿童游戏中的伙伴”；但
是由于对手段的某种奇怪的转移，这个词冠就成了构成分词的一种手段，如
在由 ｓｐｉｅｌｅｎ（游戏）变来的 ｇｅｓｐｉｅｌｔ 中。在盎格鲁撒克逊语中也同样采
用了词冠。在这种语言里，由 ｃｌｙｐｉａｎ（邀请）产生了过去分词 ｇｅｃｌｙｐｏｄ（已
被邀请的），它的后来形式把 ｙｃｌｅｐｔ（被邀请的）保留在它里面，并且现在
还保留着古代语法手段的痕迹。语言学家们应当牢记，语言创造者们能够用
声音来表现某些新意义，而这些意义并不是预先走好的。例如，在英语中，
元音的变化，如在 ｆｏｏｔ（脚——单数）、ｆｅｅｔ（脚——复数）和 ｆｉｎｄ（找到）、
ｆｏｕｎｄ（找到了，被找到的）中，现在是用来表示名词的数的变化和动词的
时态变化。
然而历史成功地证明，元音的这种变化最初完全不是为了这类目的。
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的变化证明，在这里元音不是名词的数的标志，如单数
的 ｆｏｔ，ｆｏｔｅｓ，ｆｅｔ，多数变为 ｆｅｔ，ｆｏｔａ，ｆｏｔｕｍ。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动
词中，没有一个时间的标志，其中 ｆｉｎｄａｎ（找到）的过去完成体有不同的
元音来表示单数——ｉｃｆａｎｄ（我找到了）和表示复数——Ｗｅｆｕｎｄｏｎ（我们找
到了）。只是后来的英国人，由于一点也不知道引起元音变化的真正原因，
就开始用这种变化来区别单数和复数、现在时和过去时。
研究任何语言时，语法学家总是尽可能把它的全部合成词分成若干
部分。希腊和拉丁的语法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分析单词，把它们从靠近的音
节中解脱出来，并以这种方法找到主要部分或词根，这词根通常是某种以简
单声音表现的简单概念。假如我们把这个根词认作是某个时候在像英语这样
的语言中单独存在过的单词，那么我们就获得了关于根词的最好的观念。即
使在那些根词很少不伴有某种词冠而出现的语言中，根词却能够独立地处在
命令式中，如拉丁语的 ｄｉｃ— — “讲！说！”土耳其语的 ｓｅｖ— — “爱！”但是
在许多语言中，把某一类型的单词进行比较，分析出属于所有这些词的共同
部分，只是作为逻辑上可以设想的形式才可能把根词找到。例如在拉丁文中，
把 ｇｎｏｓｃｏ，ｇｎｏｔｕｓ（我知道，被知道了）等等进行比较时，可以看出，必
有含“知道”概念的根词 ｇｎｏ。
当转到希腊语时，在 ｇｉｇｎｏｓｃｏ，ｇｕｓｉｓ，ｇｎｏｍｅ 等等中，我们发现了具
有同样意义的同一个根词。如果再转向梵语，类似的声音 ｊｎａ 原来是“知道”
的根词的形式。以这样的方法把一系列雅利安语或印欧语加以比较，我们就
会发现，在古时必定有某种似带有“知道”意义的词 ｇｎａ，它的踪迹不只能
在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发现，而且也能在同类的许多其他语言中发现，
例如，俄语中的ЗНатЬ。，英语中的 ｋｎｏｗ。Ｓｔａ— — 立，ｓａｄ— — 坐，ｇａ— —
走，ｉ— — 走，ｍａ— — 计量，ｄａ— — 给，ｖｉｄ— — 看，ｒａｇ— — 支配，ｍａｒ— —
死：都属于这类少数雅利安语根词，读者在最著名的语言中一下子就能认出
它们。很明显，这些简单的声音早在那些遥远时代，雅利安民族的祖先带着
他们的畜群在中央亚细亚高原流浪的时候，就确定了它们的意义。对于研究
人类学的人无需多说下面这种废话：如此追溯一切语族最早的著名根词会引
起多么浓厚的兴趣。但同时应当指出，即使是在研究根词的最早种类的时候，

我们也很少探求到某种像单词的实际起源那样的内容。其中有些可能实际上
是取自自然语，例如，ｒｕ— — 吼叫，假如真是如此，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有了
关于词的真正起源的记录。但是大多数的根词，无论它们属世界上哪一种语
言，像上面所引的那一类一样，都不能有把握地说，它们的声音是怎样开始
表现赋予它们的意义的。在没有做这之前，不把这些根词作为真正原始的构
造是较为正确的，因为它们可能有一段漫长的被遗忘的充满最终变化的历
史。我们自己的（英国的）语言能够提供一个可能如此发生的富有教益的例
子。我们设想有个只会英语而试图找到其语言之根词的人。动词 ｔｏｒｏｌｌ（使
滚动，滚动）对他来说好像是根词，是语言的原始因素；实际上，人们已经
把它当作了模拟滚动动作的自然声音。但是，任何一个语言学家都告诉我们
的研究者，英语的 ｒｏｌｌ 是经过了一系列漫长的较早发展阶段的较新的形式。
它是从法语现在已经变成 ｒｏｌｅ，ｒｏｕｌｅｒ 的 ｒｏｌｌｅ，ｒｏｌｌｅｒ 借用来的。所有
这些词都来自拉丁文的 ｒｏｔｕｌｕｓ，这个词提供了一个由 ｒｏｔａ— — “车轮”缩
短的词；而这个词也是来自更古的动词，它的意思是赛跑人或善行者。另一
个英语单词的发展史更加充满了意外性，这个词提供了下列动词的所有部
分：ｔｏｃｈｅｃｋ，ｃｈｅｃｋｉｎｇ，ｃｈｅｃｋｅｄ（停止，停止的，被停止的），这些词和
下面这些形式相近，如：ｃｈｅｃｋ— — “某人停止走动”，ｃｈｅｃｋ－ｓｔｒｉｎｇ— — “供
马车夫停止用的绳”，ｃｈｅｃｋ－ｖａｌｖｅ— — “供阻止管内水用的节门”。ｃｈｅｃｋ 这
个单词，具有十分单纯的声音和意义，这种单纯性可能属于某种原始的根词。
但是，这无论怎样奇怪，它实际上是波斯词沙赫（ｓｈａｈ），意思是“君主”，
它在欧洲是同象棋一起出现的，作为将军的用词；它通过有趣的比喻已经由
此转到表示某事或某人一切停止的一般词中去了。极为可能的是，希腊人或
希伯来人的许多根词或者甚至中国人的简单的单音节的词，在史前时期中就
如此之大地远离了它的真正本源，就像刚才提到的英语动词那样。因此，语
言所由之发展起来的根词，可以说可能源自更早期的发展语族的或者界外传
入的根苗或支脉，虽然现在大部分单词是从古代的根词产生出来的，但是继
续生长新的根词的能力仍然没有丧失。
我们研究了单词产生的如此一般的特点，这是符合我们的目的的。
在这之后，我们现在应该谈谈语言怎样巧妙地指出某一句子各单词之间的相
互关系。这是借助语法所说的句法、一致和支配来完成的。我们已经看到（第
８８ 页），动作语虽然没有语法形式，但却具有十分确定的句法。聋哑人的手
势在一定程序中必定是一个接一个的，否则它们所表达的意义就不正确，或
者简直就是无意义的废话。同样，在不改变单词的会话语言中，如汉语，句
法 构 成 了 语 法 的 主 要 部 分 ， 因 而 ｈｉｐｉｎｇ— — 利 兵 ， Ｐｉｎｇｌｉ— — 兵 利 ；
Ｃｈｉｋｕｏ— — 治国，而 ｋｕｏＣｈｉ— — 国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自然的，因
为现代英语大大地朝着句子意义受词序约束的汉语规则的方向靠近。我们（英
国人）同样指出 ｒａｎｋｏｆｆａｍｉｌｉｅｓ（家族的地位）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ｏｆｒａｎｋ（显贵
的家族），或者 ｍｅｎｋｉｌｌｌｉｏｎ（人们杀死了狮子）和 ｌｉｏｎｋｉｌｌｍｅｎ（狮子杀死
了人们）之间的区别。在拉丁语中就完全不同，那里单词可以被如此自由排
列，以致英国读者如果不预先把句中的词配置到他们能想出来的序列中去，
那么他就未必能理解塔西佗（Ｔａｃｉｔｕｓ）的某个句子的意义。
特别是在拉丁文的诗中，句法很少有那种依据分节押的阅读的需要，
把一些无意义的音节安排顺序的情况。意义仅仅是由语法的单词变化来表
明。例如，在“ｖｉｌｅＰｏｔａｂｉｓｍｏｄｉｃｉｓＳａｈｎｕｍｃａｎｔｈａｒｉｓ”这个句子中，词尾变

化表明，廉价跟酒有关系，小容量跟杯子有关系。英文翻译只有在单词较为
严格的顺序下才可能理解，正因为如此，许多单词的变化就从我们的语言中
消失了。凡是句子的意义有赖于单词或句法的顺序的地方，这种顺序无疑必
须遵守，但同时应当了解，它在不同的语言中也是不同的。我们只举马来语
中的一个例子，蒙昧人和猿猴被称作 ｏｒａｎｇｕｔａｎ，其中 ｏｒａｎｇ— — “人”和
ｕｔａｎ— — “森林”，它跟英语的 ｆｏｒｅｓｔｍａｎ（森林人）的造句法完全相反。
每一个掌握了希腊和拉丁句子造句法的人，都能够明显地看到为支
配和一致所提供的最好的配合。这种配合表明，句子各单词之间是如何联系
的，对该对象赋予了怎样的品格，或者谁在起作用和同时对什么起作用。但
是，即使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也从往时起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以致研究者
常常不能清楚地了解它们说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说。
介绍一下较为粗野的民族的语言是有益的。这些民族提供了较早和较
明显的发展阶段上的单词的支配和一致。语法在造句中的最主要目的之一，
就在于使我们十分清楚地了解，两个名词之中哪一个构成了主语，哪一个构
成了补语，表明——例如，首领杀死了熊，或是熊杀死了首领。适当补充的
一小部分词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例如，阿尔衮琴印第安人就是这样做的，他
们把一个音节 ｕｎ 连接在名词和动词后面，我们在译文中可以借助接上代词
“他”来加以模仿： Ｏｇｉｍａｕｏｇｉｎｉｓｓａｕｎｍｕｋｗｕｎ， 领袖杀死了－它熊－它
Ｍｕｋｗａｈｏｇｉｎｉｓｓａｕｎｏｇｉｍａｕｎ， 熊杀死了－他领袖－他 这提供了关于那种自
然方法的概念，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运用语法上对词的支配来区分句子的各
部分。同时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不同的语言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达到同样
的目的，因为阿尔表琴语中，动词和补语是一致的，而主语可以说是支配两
者的，这一点跟我们的动词同主格或主语相一致完全不同。为了采用比拉丁
语更鲜明而完全的形式来观察一致的过程，我们可以转来看霍屯督语。在这
种语言中，句子大概采用下列形式：“我们部族的——她，妇女——她，富
有的——她，在另一个农村中住着——她，我们称赞牲畜——她，她赠给了
我们两头小牛犊——她。”重复出现在这个句子各部分的一个代词，使最迟
钝的听者也会明白，说的是一个妇女，她很富有，她住在另外一个村子里，
她的牲畜受到赞美，她赠送了她的两头小牛犊。希腊文或拉丁文句子中的词
尾，指出了名词和形容词跟同它们有关系的动词的一致性，这种词尾是那种
词冠的遗留，这些词冠有时能表现出如同霍屯督人的语言中还表现着的那样
的鲜明意义。在祖鲁人的语言中出现有另一种甚至对语言学家更有益的使词
一致的方法。这种方法把对象分成若干部分，然后一个部分的某一特殊的音
节贯通全句，例如，为了把所有的单词都相互连结起来，就把这个音节补加
到这些单词中去。如“ｕｂｕ－ｋｏｓｉｂ－ｅｔｕｏ－ｂｕ－ｋｕｌｕｂｕ－ｙａ－ｂｏｎｏｋａｌａｓｉ－
ｂｕ－ｔａｎｄａ”，意思是“我们伟大的王国看得出我们爱他”。在这里，王国所
属的那个部分的标志 ｂＵ，就在以后部分的每一音节中重复出现。这种方法
是极为拙劣的，但是却达到了人类语言的大目的：使它的意义鲜明而无任何
疑问。例如，由于利用标志类的不同音节来表示单数和多数，并使它们贯串
成整个句子，祖鲁人的语言就用比希腊语和拉丁语具有更大鲜明性的数来表
明一致。但是，祖鲁人的那种具有全部等级标志的语言，不承认我们所说的
“性”。事实上，迄今为止，是什么迫使说雅利安语的人，要像说希腊语或
闪米特语一样，像说欧洲语一样，按照我们在这些语言中所见到的那种性，
来对物品和概念进行最不合理的分类，这在语言学上还仍然是个谜。在所举

的拉丁语的全部例子中，在性方面只值得看看下列的词：Ｐｅｃ（“脚”，阳性），
ｍａｎｕｓ（“手”，阴性），ｂｒａｄｍｕｍ（“肩”，中性），ａｍｏｒ（‘’爱情”，阳性），ｖｉｒｔｕｓ
（“善行”，阴性），ｄｅｌｉｃｔｕｍ（“罪行”，中性）。德语是如此荒唐地分性，下
列词可以证明这一点：ｄｅｒＨｕｎｄ（“狗”，阳性），ｄｉｅＲａｔｔｅ（“老鼠”，阴性），
ｄａｓＴｈｉｅｒ（“动物”，中性）．ｄｉｅＰｆａｎｚｅ“植物”，阴性）。在盎格鲁撒克逊语
中，ｗｉｆ（英语 ｗｉｆｅ— — “妻子”）是中性，但是 ｗｉｆ－ｍａｎ（即 ｗｉｆｅ－ｍａｎ—
— “‘妻——人”，英语 ｗｏｍａｎ— — “妇女”）是阳性。现代英语抛弃了语法性的
旧体系，因为这种体系最后变得比无用更坏；抛弃它之后，就提供了法语和
德语都可能遵循的有益的例子。但是应当记住，语言的附加成分，它们虽然
失去时效而变成无意义的了，但并非任何时候原本就是无意义的。毫无疑问，
在古代语言中，性的体制是一种较古老的和较有根据的规则的遗留。有一些
语言，它们没有成为我们的典型结构；但是它们证明，ｇｅｎｕｓ— — “性”，
“类”，
并非无论怎样都必定表示性。例如，在北美的阿尔衮琴语和在南印度的达罗
毗荼语中，物品并不分成阳性和阴性，而是分成活的和死的，合理的和不合
理的；根据这一点，物品也就属于有灵性的或多数的类、无灵性的或少数的
类。在指出祖鲁语的一致如何达到它的目的之后，通过有规律地重复类的标
志，我们开始了解，在雅利安语中，可以怎样利用数和性的标志去作为同样
的手段贯串全句，指出该名词跟该形容词和该动词是有关系的。但是，即使
在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哥特语中，这种一致都也没有像非洲的野蛮民族
语言中所表现的那种完全性和鲜明性。其实在现代的欧洲语言中，特别是在
英语中，这种一致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这大概是因为随着智力的发展进步，
它就显得越来越不需要了。
本章中所引用的事实使读者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人怎样创造了并继
续创造着语言。
凡是从研究像希腊语或者阿拉伯语这样一些语言，或是像祖鲁人或爱
斯基摩人这样一些野蛮人的语言的语法开始的人，都可用一些人为的体系令
人吃惊地把它们结合起来。事实上，假如说这些语言之一是突然在人类部族
中某一部族里发生的，那么这种现象，在高级阶段就应该被认作是莫名其妙
的和不可理解的事件。但是，当我们从另一端开始研究，指出词的组合和合
词法、变格法和变位法、一致和句法从最简单和最粗糙的萌芽发展而来的进
程时，对我们来说，语言的形成无疑是合理的、适宜的和完全可以了解的。
在上一章中曾经指出，人至今仍具有用新的声音来表现自己思想的能
力；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说，他还具有把这些声音列入到已有的人类语言中去
的能力。因此，每一个人类部族的人都具有天赋的才能，假如他没有从自己
的祖先那里继承了已经准备好了的语言的话，那么这种才能就能够使他创造
新的、自己的语言。

第六章 语言和种类

语言的掌握与丧失——祖先的语言——语族——雅利安语族——闪
米特语族，柏柏尔语族，等等——鞑靼语族或图兰语族——东南亚语族——

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达罗毗荼语族——非洲语族，班图语族，霍屯督
语族——美洲语族——早期语言和种族 下面的问题是：能够从语言中了解
到说这种语言的民族和从属于这些民族的种族什么历史呢？ 在前几章中，
在按照头颅的形式、按照肤色和其他肉体特征把人类分成种或种族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语言算作种族的特征。实际上，人所用来说话的语言不是人之出
身的完全而可靠的证据。甚至有这样的情况：语言能导致完全谬误。例如，
我们每一个人都见到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只说英语，然而有中国人或非洲人
的画貌特征；根据查询归纳，得知他们原来在早年儿童时期就从他们的祖国
迁出了。我们每个人也同样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些情况，在异种族结婚的情况
下，双亲之一的语言消失了，而带有布瓦洛（Ｂｏｉｌｅａｕ）或马勒（Ｍｕｌｌｅｒ）
姓氏的人们，按语言他们是真正的英国人，尽管他们有法国和德国的祖先。
不仅个别人，整个民族都可能以同样方式失掉本族语言。作为奴隶而被运入
美洲的黑人，他们被捕自各种不同的部族，也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因此，
他们彼此就开始用他们白人主子的语言谈话。于是在现在，可以看到长着绒
毛头发的黑皮肤家庭彼此用不合语法的英语或西班牙语讲话的可笑场面。在
我们自己的国家里，在康沃尔），不久前古代不列颠人的凯尔特语已经不再
使用了。现在，在威尔士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但是，在康沃尔的混血居民中，说不说凯尔特语全一样，仍然是凯尔
特血统；只是因为现代的康沃尔人说英语，就把他们归入纯英国种族，那就
是错误地采用了由语言所提供的材料。把语言和种族这样轻率地相比拟，好
像它们总是携手前进，这样做已经不止一次地得出错误的人类学结论。但是，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携手前进的。虽然人的语言实际上并不能证明他的出
身，但是能证明他的教养，大部分儿童实际上仍然是由双亲教养的，也继承
了他们的语言，与他们的面部特征一样。只要一个种族和一种语言的人们共
处在自己的民族之中，则他们的语言就始终是他们同一种族的标志。虽然正
移和杂交、征服和奴隶制偶尔会对事情进行干扰，以致人们的民族语言不能
说明祖先的全部历史。
但它仍然能说明历史的某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例如，在
康沃尔，英语是关于这个地方的英国居民的真正历史见证．虽然它也不能为
我们说明在英国人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居住的、后来与英国人混合的克尔特种
族。总之，用某一民族的语言来指明它的种族，有些像用一个人的姓来指明
他的家族一样，也就是它们远不能提供全部历史，但却又能提供它的一个重
要特点。
然后看一看，世界的语言能为我们证明各民族的早期历史。在研究
有利于表明各种语言之间的联系的证据时，必须持极端审慎的态度。从两种
语言的简单比较中，只能希望得到很少益处。迂腐的语言学家们曾经爱作这
种比较，他们从六个词中找到相似之处，未做进一步的艰苦工作就断定，所
研究的两种语言是一种原始的、为它们两者提供起源的语言的遗留。在现代
较细致的语言学比较中，许多词的相似现象不得不弃置一旁，因为它们并不
能证明任何联系。在任何两种语言中，恐怕都可能在某些词里找到某些由于
纯粹偶然性而彼此相似之处，例如，社会群岛上的居民语言中的 ｔｉｐｕｔａ，
意思是“斗篷”，像我们英语的词 ｔｉｐｐｅｔ．意思是“毛皮领”。只有除了声
音相似以外，还存在着意义相应的情况时，词才应当彼此互相比较。否则，
就为各种不同的幻想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像那位作者的想象，他把著名的波

利尼西亚的一个词 ｔａｂｕ— — “神圣的”跟 ｔａｂｕｔ— — “约柜”的阿拉伯名称联
系起来，显然，只是因为后者是极为神圣的东西。在这方面，摹声语同样也
不能证明什么；例如，印度人和温哥华岛上的蒙昧人也一样，把乌鸦叫作
ｋａｋａ，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语言彼此间有某种联系，而在简单地因为这种
鸟的叫声如此。最为重要的是，确信所比较的词确实是属于古代的语言词汇，
是在这种语言中发现它们的。不久以前一位作者高兴地证明了，土耳其语、
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是一种原始语的一些分支，他的证据是，土耳其人称人为
ａｄａｍ，正像阿拉伯人称居首的人一样，同样都称父亲为 Ｐａｄｅｒ，它跟表示同
一概念的波斯词相同。诚然，事实本身是正确的，但是作者忽略了下面一点，
即土耳其人在几世纪的过程中，借用了文化水准高的阿拉伯和波斯的语言来
丰富自己的野蛮人的语言，而 ａｄａｍ 和 Ｐａｄｅｒ 正属于借来的词，因而完全不
属于土耳其语。实际上，词的借用是极为珍贵的证据，但是它所证明的不是
语言来源的共同性，而只是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之间的关系。它们常常指示
出那些地区，从这些地区获得了某种新的派生词，学得了某种新的工具，或
者观念，或者制度。因此，英语中的一些单词本身已经向我们证明，意大利
语给了我们一些由下列单词所表示的概念：ｏｐｅｒａ（歌剧），ｓｏｎａｔａ（奏鸣曲），
ｃｈｉａｒｏｓｃｕｒｏ（明暗对照绘画法），同时，西班牙语提供了 ｇａｌｌｉｎａ（母鸡）
和 ｍｕｌａｔｔｏ（黑白混血儿）；我们从希伯来人那里得到了 ｓａｂｂａｔｈ（安息日）
和 ｊｕｂｉｌｌｅｅ 五十周年纪念），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了 ｚｅｒｏ（零）和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杂志）。
同时墨西哥语使我们得到了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巧克力）和 ｔｏｍａｔｏ（番茄），
海地语使我们得到了 ｈａｍｍｏｋ（吊床），ｈｕｒｒｉｃａｎｅ（飓风），秘鲁语使我们得
到了 ｇｕａｎｏ 和 ｑｕｉｎｉｎｅ（奎宁），甚至太平洋岛屿上的语言也可以 ｔａｂｏｏ（禁
止）和 ｔａｔｏｏ（文身）这两个词为代表。但是，这些一点也不能证明，这些
语言中的某一种跟另一种是从同一语族之中发生的。
为了证明两种语言有着这样共同的起源，语言学家不满足于简单地
研究一些具有相同声音的单词。事实上，他希望发现，共同的原始语言的单
词不只在由这共同语言所产生的语言中发生了变化，而且它们是按照不同的
规律而变化的。例如，他知道，按照所谓格林规律，英语的 ｔｅｎ（十）和 ｔａｍｅ
（驯服的，顺从的），在德语中出现时应当带有另外的开头字母，是下列形
式：ｚｅｈｎ，ｚａｈｍ；但是在拉丁文中，它们应当是这样的形式：ｄｅｃｅｍ，ｄｏｍａｒｅ。
某些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语言中的声音 ｋ，具有同样的变化的规律性，它在另
外的语言中变成为 ｔ，例如“人”这个词，在夏威夷群岛称 ｋａｎａｋａ（由此，
我们的水手们称太平洋诸岛的一切居民为 ｋａｎａｋｅｒ），在新西兰就变成为
ｔａｎｇａｔａ。当由单词的声音转入词的结构时，比较语言学家假定，如果两种
语言相互同源，那么它们在词根和在词的构成上应当表现出这种相似性；这
种相似之处，既不能用偶然性来解释，也不能用外传来解释。在第一章中，
为了另外的目的，我们曾经引用过那些在脱离原始共同语根时还继续表现出
它的密切联系的语言的例子。在看下面那些属于人的各种不同种族的语族的
论述之前，先再一次看看这些例子（第 ７ 页），读者是能够有所收益的。
白人的语言大部分属于两大语族：雅利安语族和闪米特语族。我们
先从雅利安语族开始谈起。这种语族也称作印欧语族，它包括南亚和西亚的
一部分语言及几乎整个欧洲的语言。它全部由之发生的最初语言，可能称作
原始雅利安语。这种古代语言的语根是怎样的，以及它们是怎样形成为单词

的，研究家们可以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形成某种概念，但是，从梵语中可以
形成更好的概念，因为在这种语言里，无论是词根，无论是单词的变化，都
保存在较为完善的和有规律的状态之中。在梵语中怎样能分辨众所周知的欧
洲语言的单词，作为这种工作的一个粗浅的例证，可以从《吠陀经》的第一
赞歌中引一行，在那里面，教徒们祈求火神阿格尼（Ａｇｎｉ），使他像父亲对
待儿子那样对待我们，变成易于接近的，并为了我们的幸福而处在我们的近
旁 ：
Ｓａｎａｈｐｉｔａ－ｉｖａｓｕｎａｖｅＡｇｎｅｓｕ － ｕｐａｙａｎａｈｂｈａｖａ ：
ｓａｃｈａｓｖａｎａｈｓｖａｓｔａｙｅ 在这里多少能够鲜明地分辨出跟拉丁语、希腊语和
英语有关的单词：ｎｏｓ，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ｉｇｎｉｓ，ｕｐ，ｂｅ，ｓｅｑｕｉ，ｅｕｅｓｔｏ 等等。
虽然原始的雅利安语是已经失掉的语言，语言学家们试图通过把它跟最古的
派生语，像梵语、古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古俄语、哥特语、古爱尔兰
语等等相比较，来恢复它。人们立刻就会被承认：只要有过原始的雅利安语，
也必有说这种语的民族，而它的后裔也就把这种语言保留到近几世纪。很难
带有某种真实性地描绘出原始的雅利安人（参看 ７０ 页）的形象，因为在其
不断的迁移和征服中，他们跟其他种族完全混合了，现在在那些以雅利安语
结合起来的民族中，从冰岛人到印度人，加进了极为多种的白人。大家推测，
雅利安人居住的早期地方是亚洲内部，或许是现在的土耳其斯坦
（Ｔｕｒｋｅｓｔａｎ），奥克斯（Ｏｘｕｓ）和雅克撒尔特（Ｙａｘａｒｔｅｓ）地区，因为从那
里开辟出的为带着其马群和其他畜群的游牧民敞开着的方便之路，一方面进
入波斯，另一方面迈向印度。因为印度和波斯在其《圣经》的语言中，比其
他地方的语言中保留了较少改变的雅利安语，这就可以断定，入侵的雅利安
人所由之进入的那个地方；就在附近某地。但是，这个地方或许更加偏东，
在中央亚细亚，或者，按照人类学者中的一个现代学派的意见，挂在集中了
白脸的雅利安民族的北欧地区。在这个故乡里，上述的那个地方哪里也不存
在。雅利安人是作为野蛮的而不是蒙昧的部族而生活的，他们耕种土地开放
牧马群及其他畜群；他们尚武好战，并精通许多日常手艺；他们能制定法律
并遵守它们；他们有宗教，热衷于崇拜太阳、天、火和水，并虔诚地信仰自
己祖先的神灵。这些民族的奠基者们，带着自己的语言、法律和宗教，顺着
光线般四散的路线迁移各地，沿着东南亚和整个欧洲扩散。在这种迁移的过
程中，他们也发现了居住着达罗毗荼人、鞑靼人以及无疑还有许多其他从前
曾经广泛传播过的民族的地方，像巴斯克人，他们的语言至今还保持在比利
牛斯山脉。在那古代语言消失了的地方，关于从前的欧洲居民的证据，只能
从他们的坟墓中获得和在现代民族的特点中看到，因为这些特点比起侵入的
雅利安人来，常常可能是属于较为原始的民族的。最早移到西方的雅利安帮
群可能是凯尔特民族的祖先，因为后者的语言发生了最大的变化，同时，他
们出现在遥远的欧洲西方，好像他们是受追随在他们之后的条顿人一斯堪的
纳维亚部族——自己的远亲而非朋友所排挤。希腊一意大利民族的祖先也来
到了西方，暂时还没有到达地中海。现在占据着东欧的斯拉夫民族最后来到。
从其语言和其地理分布中所能得到的关于雅利安民族早期的知识就是这些。
他们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并不是历史最早期；当时在这个舞台上，埃及人
和巴比伦人早已起了主要作用。雅利安人出现在基督世纪之前最后的千年之
内，当时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佛教，这个教现在在世界上信徒最多；当时米太
人和波斯人建立了国家，带着常胜军的赛鲁土（Ｃｙｒｕｓ）也出现了；当时希
腊人开始以其惊人的思想力影响着艺术、科学和哲学，而当时的罗马人建立

了自己的军事和法律制度，这种制度使他们变成了强有力的民族。在最后时
期，条顿民族变成了文明的原动力；而起初这个民族却是以文明的破坏者的
身份出现的。雅利安民族在现代世界上仍然保持着侵略和统一其他民族的生
涯；而这种生涯，它们从史前时期就开始了。在曾是人所共知的古代的世界
范围之外，在遥远的大陆上和岛上现在还在说着雅利安语。一种情况，这是
来自欧洲的白人殖民者的后裔，那些殖民者屠杀或赶走了从前的当地居民；
另一种情况，象在墨西哥或秘鲁一样，这是跟上著民族合为一体的同样的欧
洲人的后裔。
我们现在转到下一个语族——闪米特语族的语言上来。在古代希伯
来语的基础上最容易形成关于这个语族的概念。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语言学
研究者，最低限度都应当这样熟悉希伯来语，以便分析《创世记》中的若干
章，因为通常在英国研究的所有其他语言，都属于雅利安语族；这可以通过
熟悉由其他材料所组成的语言而把研究者的思想引出常轨。数量极为适中的
语根，大部分是由三个辅音组成，改变它们的元音和词冠，语言的大部分就
是依此规律形成。古代欧洲词汇普遍按语根配置。例如，从词根 ｍ－ｌ－ｃｈ
产生了具有“统治”意义的动词和名词的形式。如 ｍａｌａｃｈ— — “他统治了”，
ｍａｌｃｈｕ— — “他们统治了”，ｙｉｍｌｏｃｈ— — “他将统治”，ｔｉｍｌｏｃｈ— — “你将统
治”，ｍｅｌｅｃｈ— — “皇帝”（以梅尔奇－泽德克 Ｍｅｌｃｈｉ－ｚｅｄｅｋ 命名的“公正皇
帝”是尽人皆知的），ｍｅｌａｃｈｉｍ— — “皇帝们”，ｍａｌｃｈｅｎｕ— — “我们的皇帝”，
ｍａｌｃｈａｈ— — “皇后”，ｍａｍｌａｃｈａｈ— — “王国”等等。属于闪米特语族的最主
要的语言是亚述语，古代希伯来语和腓尼基语，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和埃塞
俄比亚语。所有这些语言由之产生的最初的语言，最好的代表是由高地最古
老的碑铭上的亚述语和沙漠上的贝都英人相互之间所说的阿拉伯语。说闪米
特语的古代的最新民族，主要属于黑发白皮肤的种族，他们彼此十分相似的
那种型式，现在最鲜明地表现在那生着鹰勾鼻、厚唇和黑色曲发的希伯来人
的脸上和头上。但是，根据面部的一种特征，还不能在所有黑发白肤色的大
量民族中区分出希伯来人、亚述人和阿拉伯人。在这里，语言的作用就正好
表现了出来。语言证明，某一个部族相互之间是由一个古代民族的共同起源
来联系的；这个古代民族所说的是一种为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提供基础的已
经消亡的语言；这些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在有史时期之初生活在西南亚，并
打发他们迁移出去的部族建立新的部族，而这些新部族的功绩是历史上最伟
大的篇章之一。亚述侵略者采纳了较古的粗野的文明，并使它得到进一步的
发展。腓尼基人变成了古代世界伟大的商业民族，他们把自己的商业殖民分
散到地中海沿岸，并把自己的商业带到了远东，同时，他们不仅到处分送纺
织品和香料，而且也在新地区内传播艺术和思想，而那些笨拙的象形文字，
也就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了字母。以色列人，虽然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从来也没
有达到像他们在宗教领域中所实现的占领那样强大或达到那种文化阶段，同
时，亚述和腓尼基神庙中被崇拜的一群神消失了，对耶和华的崇拜过渡到对
基督的崇拜，并且把这种崇拜传播到了全世界。较其他为晚的阿拉伯的尚武
好战的部族，带着他们的先知的旗帜在他们周围的民族中建立了对伊斯兰教
的信仰。
这种伊斯兰教在中世纪代表了一种文明力量，即使是现在，在它衰落
的日子里，仍然影响着从西非到远东岛屿的世界。
古代埃及人的语言，虽然不可能跟古希伯来语一起放在闪米特语族

之内，但在某些重要点上仍然跟它是相类似的。这无论是由于什么——是由
于在埃及的两个种族之间的长期关系，或是由于在起源方面的某种较深的联
系而决定的。这类相似也同样表现在北非的柏柏尔语中。这些难题在这里只
能提一下。曾经做过一些尝试，——虽然这些尝试最终并没有获得特殊的成
就，那就是试图证明雅利安语和闪米特语本身出自同一种原始语言。如果是
这样，那么变化的时代把共同起源的痕迹大大地磨灭了，因而语言学的比较
也不能够证明它。谈起雅利安语族和闪米特语族，应当提到，许多语言学家
把它们结合起来，归属于一类，这是因为它们两者同是由“词尾变化”的语
言构成的，或者这样，它们把词根和词冠混合到改变同根本身的程度，以致
常常不易捉摸到哪里是词根的结尾和哪里是词冠的开端，——而这在希腊语
法中任何一位新手都是十分清楚的。当然，词尾变化的语族具有精密紧凑、
便于自学的性能，这种性能又把极为丰富的表现力和精确性赋予了像希腊语
和阿拉伯语那样的富有诗意的和富于哲理的语言。但是，类似的词尾变化的
语言和其他民族（例如，鞑靼人）的连结（结合）的语言间结构上的区别，
一点也不明显。假如能够按迹探求雅利安语族和闪米特语族属于同一种原始
语族，这仍然证明不了所有白色种族的语言都属于同一种原始语言，因为高
加索的格鲁吉亚语，比利牛斯山脉的巴斯克语和许多其他语言仍然处在这种
语族之外，很明显，它们既跟某些大的语族没有联系，相互之间也没有联系。
在亚洲的中部和北部，在草原上或在凄凉的北方冻土带和森林之中，
逐水草而居的狩猎或游牧民族显示出身材短粗、皮肤黝黑兼黄的鞑靼型或蒙
古型，他们说着属于同一语族的语言，那就是满语和蒙语。虽然这些鞑靼语
或图兰语主要属于亚洲，但也在欧洲确立了下来。在较远的时期，粗野的鞑
靼部族在北欧扩展，但是随他们之后而侵入的雅利安人又把他们赶走了，所
以最后，在现在，继续说鞑靼语的只是一些边疆的极端混血的残余，像爱沙
尼亚人、芬兰人和拉普人。在较后一时期历史讲述着，鞑靼种族群、匈奴和
土耳其人侵入欧洲．他们也征服了雅利安民族。现在，匈牙利语和土耳其语，
仍然是从中央亚细亚来的这些侵略骚乱的回声。开始，鞑靼军队是作为一群
野蛮人出现在历史上的，现在，许多部族仍然是那种野蛮人，但是它们的主
要民族已经变成了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接受了这些宗教中的每
一种所固有的文明。鞑靼语属于接合语，这种语言组成单词时是先放置表示
意义的词根，然后再给它补加后缀，一连串后缀改变着这种意义的形态。例
如，从土耳其的词根 ｓｅｖ— — “爱”产生了 ｓｅｖｉｓｈｄｉｒｉｌｍｄｉｌｅｒ 这个词，它
的意思是“不能强迫他们彼此相爱”。在这一部类的某些语言中，著名的元
音同音规律要求后缀使自己的元音和语根元音相一致，这好像是为了使听者
清楚：该后缀属于该语根。例如，匈牙利语 ｈａｚ— — “房屋”形成 ｈａｚａｍ— —
“我的房屋”，而 ｓｚｅｋ— — “椅子”形成 ｓｚｅｋｅｍ— — “我的椅子”。
东南亚稠密的居民，包括缅甸人，泰国人，特别是中国人；这些居
民表现着跟鞑靼人或蒙古人明显相近的肤色和面部特征的型式。但是，他们
语言的一般性质是各不相同的。汉语是由单音节的词组成的，它的每一个词
都具有自己的真实的或语法的意义，因此，我们历来用单音节的词写的供小
孩子用的书，可以提供关于汉语句子的某种概念。
和中国邻近的其他种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运用单音词的性质，因为
这种性质把其语言的词汇量限制到很不方便的小数目，于是这种语言就求助
于通过变化词的音调或语调来改变词的意义的方法，例如，泰国人的音节

ｎａ，按照音节的变化来看，意思可能是“传染病”，或数词“五”，或动词“寻
找”。因此，在英语中用来表现精神波动或用来区别问答的语调，在遥远的
东方却被成功地用来创造完全不同的词。举例来说，当需要某种表现意义的
手段时，语言就采取一切适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看一看亚洲的地图，看看被
这一东南类型的民族所占据的地区，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彼此这样邻近的
地区的各民族开头就说单音节的词，并不是由于某种偶然性，显然这种性质
是出自一个共同的乡土源泉，而赋予所有这些语言以共同的族性。这些单音
节的语言常常被用来阐明：单纯幼稚的原始人类语言的构造可能像什么。但
是，必须提出，汉语或泰语无论怎样单纯，也不能相信它们是原始语言。幼
稚的汉语句子可能完全不是原始性的，而是可能由于较古的复杂语法的衰亡
而产生的，就像我们的英语力求截短长词并抛弃为我们的祖先所采用的词尾
变化那样。中华民族像埃及民族及巴比伦民族一样，远在腓尼基人和希腊人
脱离野蛮状态之前，就达到了极为高度的人工文明。至今仍不明白，古代的
巴比伦人属于哪个种族，他们说阿卡得语（Ａｋｋａｄｉａｎｔｏｎｇｕｅ），但是，这种
语言或许跟鞑靼语和蒙古语有某些相似。
我们已经看到（参看第 ７７ 页）马来人，密克罗尼西亚人，波利尼西
亚人和马尔加什人——各种各样的和混血的居民，被蒙古种族的一部分借助
于一个带有马来－波利尼西亚名称的语族，联合在它那广大的、海洋般的、
占据了地球一半的地区之内。这个语族所由之发生的原始语言可能属于亚
洲，因为在马来亚地区语法较为复杂，并且在语言中有像 ｔａｓｉｋ— — “海”
和 ｌａｎｇｉｔ— — “天空”这些单词；同时，在新西兰的各岛上和夏威夷群岛上，
这些词就变成为 ｔａｔ 和 ｌａｉ，——随着一个种族迁移到远离故土并陷入海洋
岛民的野蛮生活之中，语言好像也变得较为简略而无定形了。
印度大陆没有丧失在雅利安人入侵为印度居民奠定基础之前居住在
这个地方的部族的语言。特别是在南方，全部民族——虽然也已掌握了印度
文明——都说属于达罗毗荼语族的语言。泰米尔语、泰卢固语（Ｔｅｌｕｇｕ）和
卡纳里语（Ｃａｎａｒｅｓｅ）就是这种语言。
印度居民这些成分的重要性，由下面可以看出：除了那些靠近北方地
区的残余以外，这些非雅利安语仍流行在涅尔布达（Ｎｅｒｂｕｄｄａ）往南的大印
度三角形最广大地区。但是，在印度也有许多混血部族说雅利安方言；或许，
在这些混血部族的血管里只流动着极少量的雅利安血液。在锡兰的森林里，
可以找到世界上唯一过着蒙昧生活而同时说着和我们相近的雅利安语的民
族。这就是维达人和“狩猎人”，懦弱的蒙昧人，他们用树枝搭窝棚，吃野
禽和野蜜，看样子，他们是森林土著跟僧伽罗人的低等级的混合体，他们说
的是后者的不连贯的语言。
在黑色人种民族中，安达曼人和巴布亚人在种族上跟非洲的黑人有
没有联系全一样，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语言都没有表现出同源关系。同样，
非洲的黑人也并不完全说同一语族的语言；相反，另一些方言，如曼丁哥人
的语言，在中非和南非大语族中是特殊者。这中非和南非，按部族说称为班
图，而这个部族却直称作“人们”（ｂａ－ｎｔｕ）。班图语的主要特点之一，是
把词冠放在词的开头（这跟鞑靼语完全相反）。例如，非洲的魔法师称作
ｍｇａｎｇａ，它的多数是 ｗａｇａｎｇａ— — “魔法师们”。有个地区的卡菲尔人带有人
所共知的名字 ｂａｓｕｔｏ，是多数的形式；个别土著称作 ｍｏｓｕｔｏ，他们的地方
是 ｌｅｓｕｔｏ，他们的语言是 ｓｅｓｕｔｏ，他们的性格或品质是 ｂｏｓｕｔｏ。在南非，

有一种和其他语族极为不同的语族，称作霍屯督－布须曼语族，它在“发倒
吸气音”（Ｃｌｉｃｋｓ）方面是非常卓越的，这种“发倒吸气音”在单词中起辅
音作用，极像我们的保姆对孩子和驭者对马所做的那种用语言发出的纺丝
声。最后，如果我们转向美洲，我们就将发现，它的土著语言分化为许多语
族。其中某些，有一两个单词是英国读者所共知的，例如，北冰洋岸边的爱
斯基摩语以单词 ｋａｙａｋ— — 单人小船而为人所熟知，我们划的小船就是按照
它的样式制造出来的。殖民时代最初期盛行于英吉利到弗吉尼亚的阿尔衮琴
语，给了我们 ｍｏｃａｓｓｉｎ（印第安人的鞋）和 ｔｏｍａｈａｗｋ（特殊的斧子）；墨西
哥的阿兹特克语以 ｏｃｅｌｏｔ（当地的野猫）和大豆 ｃａｃａｏ 而著名；图皮－加勒
比语（Ｔｕｐｉ－Ｃａｒｉｂ）是西印度和巴西森林地带的语言，在那些地方有 ｔｏｕｃａｎ
（巨嘴鸟）和 ｊａｇｕａｒ；最后．奇楚亚语（Ｑｕｉｃｈｕａ）或秘鲁语作为印加语（ｉｎｃａ）
而著名。
在对最主要语族所作的简述的结尾应当指出，还有许多其他的语族，
其中某些是由数量很多的方言组成的，某些甚至是由一种方言而成的。整个
说来，大概有五十种到一百种语族，它们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还役有被多少
令人满意地指出过。诚然可以预料，它们之中现在好像完全独立的两三种，
在更细致的研究下，过不久就可能判明是一种语族的分支，但是，要使所有
语族都能够通过类似的方法，像一种原始语言的各个旁支那样碰到一起，那
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关于只有一种原始语言，还是过去曾有过许多原始语言
的问题，非常有利于引起人们把语言作科学的比较。上面这两种理论，都提
出了阐明世界语言现状的要求。一方面，能够证明所有的语言都来自一种原
始语言，这原始语言的分支彼此分散得非常之远，以致常常不可能发现各独
立分支之间有什么联系；另一方面，如果开始有若干原始语言，其中存在下
来的语言成了语族的开端；在这种情况下，就完全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但是，
假如——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语言最初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这形成是
一个逐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延展了漫长的时期，甚至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
那么一般地寻求原始语言就十分无益了（参看第 １０Ｏ 页）。在现在语言学状
况有了改善的条件下，由某些语言去追溯那些最初语言想必由之发生而现已
消亡的原始语，是较为合理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研究不只在语言本身的
历史方面，而且在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方面，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例如，
提供了解答使太平洋各岛住满人口问题的钥匙，并且证明了古代不列颠人跟
英国人和在他们之后来到我国的丹麦人之间的遥远的关系。但是，虽然语言
在研究民族历史时作为参考材料和指南极为重要，却仍然不应当指望它能为
我们完全阐明某一种族的起源，或引导我们到达它的起点。黑人不全说一种
语族的语言，黄种人、浅黑肤色的人和白人也都一样。在研究民族最初期的
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语言能够远远地向前引导我们，常常比任何历史证据都
要远得多，但是，它们未必能够把我们引导到——虽然接近于——各大人类
种族的起源，更少可能引导到全人类的起源。

第七章 文字

图画文字或象形文字——形声文字——中国文字——楔形文字——
埃及文字——正字法——印刷出版 尽管我们早在儿童时期就学习读写了，
但是，假如我们没有机会目睹这种奇妙的双重艺术给任何一种野蛮人所造成
的那种惊人印象，我们就未必能想象出这种艺术在文明人的生活中占有怎样
的地位。在原始人中甚至没有关于类似事物的可能性的概念。
从太平洋岛屿上来的传教士约翰·威廉斯叙述说，有一天，他在森
林里做木匠活儿的时候，把直角尺忘在家里，就用一块炭在木片上写了请请
把这件东西给他送来。他把这个临时写的便条托一位土著的首领带给妻子。
这位土著首领极为惊讶地发现，木片没有嘴却能说话。他后来就把这个木片
长期地带在脖子上，并且向他的同种族的人们讲述这木片的令人惊异的性
能。
在南非，有一个代理信差的黑人，习惯于在去邻村的路上闲看闲聊。
在这个时候，他就把信藏在石头底下，因为他怕这些信会忽然谈起他的偶发
事件，而它们本来是应向自己的收信人谈别的事情的。
但是，不管读写艺术对原始人来说是如何莫名其妙，它的发展是通
过很少的阶段完成的。可能这些阶段是非常困难的，然而现在，这些阶段已
经过去之后，了解它们就不那么困难了。
假如我们的传教士在木片上绘出他的直角尺的图形，那么，那个士
著人对他从所传交的便条就一点也不会感到莫名其妙了。他会立刻明白，传
教士要直角尺，他请求把送来。所以，我们就应该从这一步开始，按迹探求
文字发展的全部历贝进程。
图 ２Ｏ 就是北美狩猎部落所使用的象形文字的范例。这里描绘着越过
上方的一个湖泊的远征。画中，首领骑在马上，手中拿着魔鼓棰，五十一个
远征的参加者坐在五只船上。
首领的同盟者坐在第一只船上，他的名字叫基什开姆纳采依
（Ｋｉｓｈｋｅｍｕｎａｚｅｅ），用那只鸟的图画来表示。他们来到了湖的彼岸，很明显，
这是用陆上的龟来表示，这只龟是领土的一种标志；而天穹下那三个太阳的
图画，则表明渡过去用了三天的时间。这种传达思想的手段就其简单来说是
很幼稚的，它大部分是所谈那些物象本身的略图。而那些比简单模仿更适用
的方法也同样十分明显易懂。例如，为了表示领土而画的那只龟，就已经不
是单纯的模仿，而是一种标志或象征。当画那只鸟不是为了表现真正的翠鸟，
而是为了表现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向标音或发声的
文字跨出的第一步。这种文字的原则，就在于用图形代替聲音。
人如何向书写艺术迈出下一步，这从通常儿童的画谜游戏亦即从书
写“作为物象”的字中可以看出。这种游戏，也像许多其他游戏一样，在儿
童的娱乐形式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内容，即在较早时期对成年人来说是一种严
肃的事情。由此可见，如果某个人用画圈来表示水罐和人，并以此来表达“水
道工人”（在水下的人），那么，这里用来表达一个词的意义的这种方式，未
必比美洲印第安人画的翠鸟画更进一步。
在同一些儿童画谜里，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一种文字。其中的画所
表现的不是词汇各个部分的意义，而是它们的声音。例如，有个英国画谜，
画的是一只木桶、一个人在射击和一只枣椰子。按英文发育，桶为“ｃａｎ”，
来自为“ｄｉ”，枣椰子为“ｄａｔｅ”。
这个谜底是“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候选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

——虽然也是粗糙的——标音文字。它表明，一般使用的文字实际上是如何
发明的。显然，文字不是一下子而是通过各种途径发明出来的。古代墨西哥
人早在西班牙人来到之前，就学会了借助画谜式的图画来表达人名和地名。
甚至在使他们开始改奉基督教的时候，他们还力求通过图画使自己的文字适
用于新教的拉丁文。例如，他们用拉丁文“Ｐａｔｅｒｎｏｓｔｅｒ”来表达“我们的主”
这几个字。因为在墨西哥人的语言中，没有“ｒ”（耳）这个音，于是，他们
在读这些词时，就读作“Ｐａ－ｔｅ－ｎｏｃｈ－ｔｅ”；他们画一面旗（ｐａｎ），一块
石头（ｔｅ），一个多刺的梨形物（ｎｏｃｈ）和又一块石头（图 ２１）。他们又用
描绘水（ａ）和芦荟（ｍｅ）来组成拉丁文的“ａｍｅｎ”（阿门），以结束这个祈
祷。
这引导我们走向另外一种较为重要的文字体系。在一般中国文字的
外形下面，未必有谁能想到这些文字在某个时期跟物象的描绘具有某种共同
性。幸而这些文字的以《古代图片》闻名的最近的前驱者传到了现在。对比
一下这种材料，我们就确信，最初的文字是物象的精确素描，后来变成用兔
毛制做的笔几笔挥成的梗概，最后，变成了现在的速写字形，而这个字形已
经看不出和物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图 ２２）。
中国人没有停留在这种用图形简单地表达物象上。这种表达距真正
的文字还很遥远。
现在中国文字的发明家们希望表现声音，但是他们遇到了困难，因为
他们的语言是由单音词组成的。因此，每一个词都具有若干不同的意义。为
了克服这种困难，他们想出了一个组织复杂的标志或由特定标志所伴随的图
形的聪明方案。在中国文字中，一部分表示音，另一部分表示词义。例如，
中文汉语语音“舟”具有各种不同的意义，如：舟，［舟羽］［火舟］，［氵舟］，
［讠舟］。因此，居图 ２２ 首位表示船的这个符号，又在别的单字中反复出现，
同时再加上一个给“舟”这个音指明特定意义的符号。在“舟”旁边加了一
个“羽”，十分清楚地来表明它的意义——“柔羽毛”；下一个加个“火”，
赋予了“舟”以“闪烁”的意义；再下一个加“水”字旁，使“舟”变为“水
纹”；最后一个，“言”字旁和“舟”结合起来，就把“舟”变成为“饶舌”。
虽然这个例子远不能解释中国文字的全部奥秘，但是，它却仍能使我们了解
一些它的发音符号和声音记号或特定符号的运用原则；它还说明为什么中国
人为了用祖国语言书写，必须掌握这一系列异常复杂的符号。
日本人的语言是较中国人的语言易于掌握的标音文字。日本人从中
国宇中创立了自己文字的现在的拼音体系。他们从这些字中选出了一些，把
它们简化成为表示声音的符号，用其中之一表示声音“ｉ”，另一个表示“ｒｏ”，
第三个表示“ｆａ”，等等。于是，由四十七个这类字母（按照头几个字母称
它们为“ｉｒｏｆａ”）组成的一列字母，构成了符号序列的基础，借助这个序列，
它们在许多世纪中形成了拼音的日本词，组成了自己的词汇。
现在，我们看一看楔形文字（ＣｕｎｅｉｆｏｒｍＷｒｉｔｉｎｇ）。我们可以在不列
颠 博 物 馆 里 的 巨 大 尼 尼 微 （ Ｎｉｎｅｖｅｈ ） 人 头 柱 上 ， 或 在 森 纳 赫 里 布
（Ｓｅｎｎａｃｈｅｒｉｂ）的图书馆里起书页作用的泥砖上，看到那些文字。这些令
人想起成排成批地摆在一起的楔状物或箭头的符号，不很像物像的图画。然
而不容置疑，它们是从象形文字发展来的。例如，太阳就是它的粗略的轮廓：
画在圆圈中的四道花纹。在器物铭文中的某些组符号，是直接描绘物像的，
如男人，女人，河流，房子；同时另一些是按音读，是音节的图形。这种古

代文字序列的发明者，显然是阿卡德部族人，是早期巴比伦文明的奠基者。
亚述人和波斯人，在最后一些时期，学会了写那些至今仍然可以从遗留在远
古纪念碑上的铭文中看到的楔形文字。但是，楔形文字极为拙笨，因此，当
它不得不跟字母展开竞赛的时候，它就必然要让位于字母了。
为了探求字母拼音文字的起源，我们必须研究大概比巴比伦的楔形
方式还要古老的书写方式，即埃及的象形文字。
最古老的埃及象形文字的铭文，属于纪元前大约千年左右的时期。
甚至在这么古的时代，象形文字也已经发展到这样阶段，缮写者在必要时有
方法按音表达任何一个词。
虽然埃及人也以这种方式达到了用文字表示声音的阶段，但是，他们
只是局部地采用这种方法，而用符号来加以配合。因此，牛、星、一双草鞋
的简单图形就能够表示牛、星、草鞋。甚至当表示词的声音时，他们也有一
种很好的习惯，就是附加一些所谓图鉴，也就是断定或解释所表达的词的意
义的图形。
下列的简短说明，是为了举例从雷努夫（Ｒｅｎｏｕｆ）的《埃及语法》
中引来的，它讲清了所有这些方法。
这个句子的意义是：
“我是从地平线迎其敌人的太阳神。”在这里，
动物和物品的图形常常就是放在埃及词中的字母，而词是写在下面的。其余
则是真正的图画，这种图画是用来表现它们本来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太阳画
的是个图形，下面有个符号“１”，还伴有一把象征神的战斧。其次就是太阳
在地平线上的图画。与此并列的是一些用来阐述词义的特定图形：动词“走”
是伴有说明性的一双脚，“敌人”这个词的后面是敌人的图像，然后又是标
志多数的三条线。
显然，埃及人是从那种像美洲野蛮部落所使用的简单象形文字开始
的，即使在后来的许多世纪中，他们仍然用一些图形作为声音符号或字母，
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曾十分坚决地完全采用这些符号，一直把这些符号与旧
的图像一起采用。
不难看出，他们是怎样用图像来表现声音。在我们的插图中可以指
出读成“Ｒ”的符号。它是张开的口的外形，实际上也常常用来表示口。但是
因为埃及词的口是“ＲＯ”，这个符号就成了用来表现“ＲＯ”或“Ｒ”的字母。无
论什么地方需要它，都是如此。这就是在一个象形文字句中所能看到的文字
史上的一个完整阶段。
这些细致写出的象形文字或“圣雕图”是教会和政府的郑重文录；
它们为了神圣的目的在埃及继续使用，在希腊王朝以及罗马帝国时期也还在
继续使用。事实上，象形文字阅读的秘诀经过许多世纪亡失之后，在托马斯·扬
医生所译解的最初的名字中，有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的名字。但是，从极古
的时代起，埃及的缮写者们发现：在草纸上书写时，细致地画图是极为繁重
的工作。于是就把图像简化为若干能快写的花体字，宛如中国人所制造的文
字。由此就出现了“简体象形”文字，如后面图 ２４ 中所描写的伴有简体象
形文字原型的符号就是。然而即使在使用这些符号时，埃及的缮写者们始终
也没能多少摆脱早期象形文字的束缚，而抛掉标音符号的多余部分和没用的
解释性的图像。这伟大的一步在另外的地方迈出了。
塔西佗在他著的《编年史》中有个地方写到文字的起源，他说，埃
及最初是借助动物形象来表现意思，这些最古的文字文献可在岩石的雕刻中

看到。塔西佗认为，埃及人是文字的发明者，腓尼基的航海者们把这种文字
从埃及带到了希腊，而他们却获得了发明者的荣誉，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
做了传播的工作。
塔西佗的这种证明实际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其中对腓尼基人作
为外国人和不受埃及神圣传说约束的人却能够效法的那种合乎实际的正确思
想，缺乏评价。毫无疑问，腓尼基人（或者任何其他的闪米特族）学会了埃
及的象形文字，他们看到，和语言的声音标志结合着的那些形象符号是多余
的，因为他们只需要为数不多的一些能够用来在书面上标志语音的符号。最
早的所谓腓尼基字母就这样发明出来了。这种文字中的其他字母，或许实际
上是埃及符号的仿制品，像在图 ２４ 中所看到的那样。这个图就是从据说是
由鲁瑞编的比较序列中摘出的，这样排列为的是能够看清从最早的埃及象形
文字到它的速写形式的简体象形文字，再从它到与腓尼基字母相应的字母的
演变，并用现代的字母指出它的意义，还附有形式为大家所熟知的其他类似
字母的例子。
很明显，最早的字母形成于纪元前十世纪左右，它的符号为莫亚比
特人（Ｍｏａｂｉｔｅｓ）、腓尼基人、以色列人和其他闪米特族所采用。字码或字
母的名称本身证明，字母实际上是在这些闪米特族中首先制作出来的。为了
了解这一点，就应当注意，它的每一个字母的名称就是某个以它开始的词。
这些名称的希伯来文形态，是英文读者从《圣经·诗篇》１１９ 中所熟悉的。
按顺序，它们称作：ａ— — ａｌｅｐｈ（牛），ｂ— — ｂｅｔｈ（房子），ｇ— — ｇｉｍｅｌ（骆
驼），等等。希腊人的字母借用了腓尼基的名称，这些名称跟刚刚转译的欧
洲语相似，并且变成了著名的希腊语——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ａ，ｇａｍｍａ 等等。这一
事实说明，腓尼基人实际上首次掌握了字母，而希腊人正是从他们那里学会
了文字艺术。“ａｌｐｈａｂｅｔ”— — “字母”这个词就是从那里起源的，因此，它
保留着字母是腓尼基人制定的痕迹，这些字母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名称，又从
他们那里传到了希腊人和拉丁人中，最后又传给了我们。看看某种字母集是
很有趣的。它不仅可以使人按迹探求希腊文和其他显然与它相近的文字如哥
特人的和斯拉夫人的文字的历史，而且甚至可得出结论，这些乍一看同我们
的文字不相似的，像梵文符号和诺曼人的古文字，起源想必都是共同的。因
此，婆罗门写《吠陀经》，穆斯林写《可兰经》，犹太人写“旧约”，基督徒
写“新约”，所使用的符号，都是起源于古代埃及神殿墙壁上的图形。
但是，文字中发生那样一些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借助细致的
比较才能探求这些变化。假如把一张用现代笔体写的英文便条拿给任何一个
中国人看，要向他证明这些字起源于图 ２４ 中描写的古代用腓尼基文，那就
不大容易。
文字的历史证明，在各个民族中，除了字母中的共同变化外，各个
别字母有时也发生改变。腓尼基的字母不能完全符合希腊文和拉丁文书写的
需要，为了较确切地用自己的语言书写，就改变了某些字母并补充了一些新
字母；随后，其他的部族也同样自由地补充、抛弃和改变字母及其发音，以
便找到表现本族语言的工具。为了使字母适应自己语言的音调，各个部族都
形成了十分确切的正字法。意大利人十分满意地确定了二十二个字母，而俄
罗斯人则采用了三十六个，英国人有二十六个。
发明字母文字是引导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个伟大步骤。为了评
价它的全部意义，我们只要看一看那样一些部落的低级文化水准就够了：那

些部落仍然没有文字，而只是信赖记忆中的传说和生活惯例。他们既不善于
像我们借助记录事件那样积累知识，又不善于保留新的观察成果以利于后
代。因此，的确，字母文字的出现，就是文明状态和野蛮状态的分界线。知
识跟文字联系得如此紧密，假如说某人是个学者，那么在我们心中对他就会
立刻出现一个这样的概念：这是一个读过许多书的人，因为书籍是人们学习
的最主要的源泉。早在已经出现珍贵文集的古代，就有了缮写员的特殊职业，
他们的工作就是增加书籍。在埃及亚历山大城或在罗马，可以到书肆或书店
去买德摩斯梯尼或李维的手稿。在近几世纪里，特别是寺院中的特殊职业者
重抄了附有精美插图的宗教书籍。
但是，手抄本是珍贵的，只能有少数学者读到它们。毫无疑问，假如
不出现增加手抄本的新技术，这仍然是个问题。
这种新技术是一个本身非常简单的过程，事实上从遥远的时代起就
是众所周知的。
每一个埃及人或巴比伦人，他们把某种黑的东西涂在带有雕刻花纹的
宝石戒指或圆筒上，然后印出了图记。他们已经迈出了走向印刷出版的第一
步。但是，尽管我们现在感到，这种原理的进一步应用是多么容易，但是在
古代却谁也没有想到它。后来是中国人首次想出了在木板上刻整页文字尔后
大量印刷的方法。他们可能是在六世纪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到十世纪他们
在任何情况下，都采取了辛勤的书籍印刷方法。中国文字由于它的形体复杂
多样而不很适用于活字版印刷，然而事实证明，中国人在较早时期就已经发
明了这种方法。他们在十一世纪就已经采用赤陶土预制的或用胶泥烧制的活
字版来印刷了。
阿拉伯的作家们在十四世纪初记载了中国的印刷术；十分明显，这种
技术正是由于阿拉伯人才传入欧洲的。此后，在欧洲很快就出现了所谓“木
版书”。这类书是按中国方式用整页刻满字的木板印刷出来的。随后很快就
出现了借助活动字母印刷的书籍。
在古代的研究家和专家之间，很少进行过如此激烈的争论；那就是
关于古田别格、福斯特以及其他人在发明印刷出版的崇高荣誉中所应享的一
份荣誉问题的争论。这些可敬的人对人类的贡献不论有多大，他们也只是完
善了中国人发明的简便方法。从那时以后，在印刷方面有了相当大的改进：
铅字减价，有了机制纸，改善了印刷机，把蒸气力应用到印刷上，等等，然
而过程的本质仍然是一样的。
简言之，印刷出版技术史就是如此。或许，这种印刷出版技术，比任
何其他方面更多地决定了我们现代生活与中世纪生活的不同。

第八章 技术

工具的发展——棍棒，锤子——石片——斧头——马刀，刀——枪
矛，短剑，剑——木匠工具——投掷武器，镖抢——投石器，投矛器，弓和
箭——吹管，火枪——机械力——四轮车——手挽石磨——钻子——车床—
—螺旋——水磨和风磨 人借助技术来保护和维持自己的生存，并支配他所

生活的世界。这种技术首先在于利用工具。因此，本章从工具和武器的简述
开始，从最早期的和最粗糙的形式接迹探求它们的发展史。
人和所有低等的生物不同，有时称作“使用工具的动物”。一般地说，
可以这样来区别，因为这种区别把带着枪矛和斧头的人跟用角来顶撞的牛，
或跟用自己的牙齿来做粗木工的海狸相对照。然而看一看猴子是很有教益
的。猴类是如此明显，它们长有双手，在这方面和我们最相近，而且也显露
出类似利用工具的才能的萌芽。不必人教，它们就会用物质器材进行自卫，
例如，像猩猩所做的那样，它们坐在一种果树上，用这种树上带刺的大果实
投掷行人。据说，黑猩猩在森林中用石头砸碎坚果，就像在我们的动物园中
由看守人教会的猴子所常常做的那样；那些猴子很愿意模仿看守人使用这类
和更为复杂的方法。
那些天然形成的或只需要最后修整的工具，可以称作最低级的工具。
供投掷或捶击用的石头，供切削或刮光用的裂片，用来做木棒和复制品的树
枝，供刺穿用的刺或牙齿都是这样的工具。这类工具多半由蒙昧人使用是极
为自然的，然而它们在文明世界中有时也仍然继续存在，例如，当我们拿棍
子打杀老鼠或蛇的时候，或者当法国南方的妇女们用光滑的圆五手打去扁桃
皮的时候，就和动物园中猴子的动作一模一样。人所使用的高级工具显然常
是某种经过改善的自然物，而技术是动物毫不理解的那种配制这些工具的方
法。因此，人的最好定义是：不是使用工具的生物，而是制作工具的生物。
在观察各类工具的时候，我们看到，它们不是由于某种突然的天才
的启示而一下于发明出来的，而是发展而成的——几乎可以说，是通过细微
的、彼此相继发生的变化而成的。也可以看出，最初用来粗糙地完成几种不
同劳作的工具，后来顺着不同的方向变化，最终具有了专门的用途，这样一
来，由开头的一种发展成几种不同的工具。
刮削木棍准备做铁头矛柄的祖鲁人，先用铁头来利削木棍，然后把
这个铁头安装在木柄上。这可以使我们形成这样的概念：多么像早期制造工
具。过了许多年代以后，人们才明白，对矛头适合的形式，并非切削的最好
形式。当想到铁匠用自己的铁钳为我们拔牙时，我们就会感到可怕，然而我
们的祖先却正是这样做的。牙科医师所必需的钳子，实际上是铁匠钳子的变
种，只不过是为了专门目的的专门变种。
因此，在工具史上，手艺匠的器械不能和猎人或战士的武器完全分
开，因为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发现武器也和器械一样，溯源于某种较早的工
具，这种工具同样既用来打碎头颅和椰子，又用来砍树枝和人体的四肢。
粗木棍或粗木棒属于最简单的武器，较重的或有节的，就变成了狼
牙棒。粗野的战士们特别满意地发现了野生的未完成的多节的狼牙棒，就像
在画上看到的赫耳库勒斯肩上的那种一样。但是，也有那样的一些人，他们
利用闲暇的时间给狼牙棒作细致的加工，对它的外表精雕细刻，就像我们在
博物馆中得自太平洋诸岛的狼牙棒上所见到的那样。
经历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以后，军用的狼牙棒在中世纪仍然继续存在。
当时骑士们仍然相互用自己的沉重棍棒打碎钢盔。狼牙棒多半用作武器，只
有某些地方用于和平的手工业上，例如，波里尼西亚群岛的妇女们，借助刻
有细槽的粗木棍形的狼牙棒来制作树皮织物。饶有兴味的是，这种最粗糙的
原始武器形式，经过许多世纪，在战斗中停止使用之后，作为权力的象征，
还继续起着社会作用。我们只要举出下面这种情况来看看就行了：在国会或

贵族会议开会时，把棍杖放在桌上作为王权的象征。
在狼牙棒主要作为武器使用的同时，锤子则主要作为工具使用。锤
头的历史是从使用手拿的光滑而沉重的石头开始的，就像非洲的铁匠们用来
打铁的那件东西一样；他们在打铁的时候，用另一块光滑的石头作砧子。给
石锤安上一个柄，是相当大的改进；这是极为古老时代的事情，正如从那种
专为此目的而凿孔的石块上所看到的（图 ２６．ｉ）。
虽然这些锤头后来被铁锤代替了，古代使用石头的遗迹却仍然保存在
现代语言中。就拿锤头的英语名称“ｈａｍｍｅｒ”来说，它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
的“ｈａｍａｒｒ”，意思是“岩石”和“锤头”。
我们从简单的捶击转到剁砍和切削。从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最早时
期传到现在的遗留物中，极常见的是带有尖端和锐沿的石器。甚至在古象时
期，人已经不满足于偶然遇到的裂片，就已经会砍出两侧锐利的石片。这种
砍凿裂石片或其他适用的岩石的技术，是制作石器的基础。石器时代人们为
制作工具而砍凿出来的石片，也能有三棱形的，如图 ２５．ｂ 中的澳大利亚短
剑那样。但是，从我们所能知道的最早时代起，就采用了带扁背的较为顺手
的形状。燧石（图 ２６．ｆ），连同从它上面劈下的作刀用的裂片 ｅ，说明人们
如何先劈裂石片或给以加工，随后再制成带有适当背脊的裂片。最好的裂片，
不是通过捶击，而是用木制或角制的工具来压挤或钻凿获得的。必须采用这
种方法，才能劈出优美的丹麦型的刀片（图 ２５．Ｃ），以及更加精致的锐利
的黑曜石片；墨西哥土人的理发馆里通常就用这种石片来剃头刮脸，以致使
西班牙的士兵大吃一惊。劈裂后直接得到的石片，可能适于作刀子或矛头（图
３０．ａ）。进一步加工，它就可能成为刮刀、箭头或像图 ２６ 中的锥子。
最古的人类部落在大洪水的冲积层中遗留下来的，不只有像图 ２７ 中
所描绘的粗糙的裂片，而且也有一端磨圆的石器工具，这种工具可以作两种
用途：尖头可以做凿子，而宽头可作斧子。还没有弄清它们是否安装在柄上，
但是发现了这种样品，它们只有一头是尖利的，其余的燧石部分则是光滑的，
显然是为凿砍时能用手拿着。周边尖利的样品，如图 ２７ 所显示的，是向斧
头的过渡型，它们的宽头是作砍用的。
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使人这样想：这些洪积层时期的人曾经把自己的
石器琢磨锐利。
因此，他们的石器比起后来的石器时代那些精心制作而且磨得尖利的
石斧来是粗糙得多的。“ｃｅｌｔ”这个词，在英语中是用来标志原始部落和古代
部落各种各样和凿子相似的器械；这个词是采自拉丁文“ｃｅｌｔｉｓ”（凿子）
的一个适当的术语。石凿只要安在柄上就变成斧子。巴西森林里的印第安人
做的把柄是最简单的，他们选择被水冲圆的合适的砾石，把它的一端磨尖，
捆在树枝弯成的环里，如图 ２８ 中所描绘的那样。另一种粗笨的安装凿子的
方法，是把它凿入柄内。这样的工具可以作樵夫或战士的斧头用（参看图
２８．Ｃ，所画的工具得自爱尔兰的一块沼泽地里）。最完善的方法，是在石器
的一头钻一个孔，然后把柄安过去，如图 ２８．ｄ 中所看到的那样。当石刀的
刀刃被横着固定下来，它就成了木匠的手斧，如图 ２８ｅ，这种器械，波里尼
西亚人在营造船只时使用。
使用金属以后，人们开始采用铜、青铜或铁仿造石制工具。虽然采
用了新物质，工具较为轻便了，一般也比较完善了，但仍可明显看出，博物
馆中的石斧和石矛头，可以说是较晚时期制造出的金属斧和金属矛头的始

祖。当然，金属的采用制作出了石头所不能适应的新的、有益的形式。如果
对图 ２９ 中所描绘的一系列切割器械注意观察，就可以获得某种关于这些重
要变化的概念。我们先从埃及的青铜战斧（ａ）谈起，它跟石斧没有太大的
差别。然而青铜大军刀（ｂ）也同时在埃及军人中使用，这种刀属于斧刃一
类，而斧柄不是安在背上而是装在下面。这种有利的变化不可能发生在石斧
上，因为石斧拿着柄一砍就断了，然而在金属的条件下，这种方法是完全可
行的。
这种成功的改进，引起了下面几类工具和武器的出现：它们的柄固
定在宽刃的下面，而这宽对是用来进行砍、切、刺的。
像这样的有：图 ２９．Ｃ 中所介绍的马刀，图 ２９．ｄ 中所介绍的普通
刀，最后，是各种菜刀和柴刀（图 ２９．ｅ）。这种发展产生了刀刃顶端弯曲
而中间凹陷的形式，如图 ２９．ｆ。可能由此又发展成了镰刀和大镰刀，这在
这里就没有必要绘图说明了。
这些依次相继的阶段，能够提供关于各种不同发展途径的概念；各
类锐利的武器通过这些不同的发展途径，各自达到了现在的形式。但是，我
们在这里也看到一种明显指示：所有这类工具，不论是工作器械还是武器，
不论是古代英国人的弯刀还是现代马来人的那种既为了和平目的又为了战斗
目的使用的弯屠刀，可能都起源于早期的金属斧，这种金属斧又源自更早的
石斧。
显然，从早期的石箭头逐渐发展成像在图 ３０ 中所能看到的另一种武
器。在观察那种得自阿德米勒尔蒂群岛的、矛头是由一大块黑曜石裂片构成
的矛（ａ）时，就看得十分清楚，把大部分杆截去，这种矛头就变成了短剑；
实际上，这些土著人所制作的短剑，就是没有杆的矛头，因此常常不能确定：
在欧洲发现的 ｂ 形式的刀刃是准备用来做矛呢，还是做短剑呢。
石的脆弱性有碍于超过几英寸长的石刀的使用，但采用金属以后，
就出现了制造窄长而锐利的刀刃的可能性，于是，带有致命作用的两刃短剑
便由此发展起来。在古代埃及的绘画上，我们可以看到用矛和短剑武装起来
的战士，同时，这两种武器具有相同形式的刃，甚至短剑可以用带有短柄的
长头矛来说明。显然，金属短剑继续加长，就变成双刃宝剑，而这种武器在
使用石头的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提供某种关于这种武器如何能够发生
的概念，我们绘制了属于北欧青铜器时期的宝剑图形。这种直的双刃宝剑，
或只用于砍，或只用于劈，或同时用于又砍又劈。
将单面刃的马刀和双面刃的阔剑或刺剑加以对照，我们立刻看到，
即使把这两种武器都叫做剑，给这两者安上同样的柄，带上同样的鞘，它们
仍然是两种来源不同的武器。
马刀是斧的分种，而刺剑则是变形的矛。马刀具有十分适于砍击的形
状，而长剑保留有金属工具的性质；长剑是从它的原型——矛那里继承下这
种性质的。矛的这种最高型式，大部分用来达到战斗的目的。顺便说一句，
矛发展到现代就是刺刀。但是，长剑也作为和平工具而著称，非洲的双刃刀
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种显然是从矛头发展来的双刃刀，同时也是器械，我
们的外科医师们了解到矛头是这种器械的原型，于是就把它称作小矛或双刃
小刀。
我们再来谈谈另一类工具。针，即尖头的骨片或燧石片。是这样制
作，使它们带尖（图 ２６．ｇ），早期部落的人们拿它们作钻孔器。锯，大概

是由成锯齿状的燧石裂片制成的。这种燧石裂片，经过大量加工才成为燧石
锯（图 ２６．ｈ）。这样一来，石器时代的人们就有了某些最重要的粗糙原始
的手工艺工具。这种工具到金属时代才完善起来。看一看威尔金森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的《古代埃及人》中所描绘的埃及木匠工具箱里的东西，是
极为有趣的。那里面的青铜手斧、锯、凿于等等，有跟旧石器相似的鲜明痕
迹。
另一方面，这是埃及工具的汇集，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套希腊和
罗马的木匠工具，这些工具和我们今天使用的那些工具极为相近。古代木匠
和现代木匠之间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古代的木匠们没有更进一步发明钉
子，并且既从未想到在现代建筑事业中具有如此重要作用的螺丝钉，也没有
想到像把效能建基于螺旋之上的大螺旋钻和制管用的小螺旋钻那样一些工
具。
在埃及和亚述这些古代文化水平高的民族中，我们发现技术已经处
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才能达到的那种水平之上。在博物馆中，至今仍然可以
研究它们的细木匠、石匠、金匠的手艺，这种手艺在技艺和装饰方面，常常
可以令现代的手工艺匠人感到惭愧。当然，古代手工艺匠人获得这些成果，
必定要付出我们在机器时代的今天所认为的过分浪费的劳动。
我们继续研究武器。粗木棍或狼牙棒，变成猎人或战士手中的金属
武器，例如，在下面这种场合：祖鲁人在远得惊人的地方投掷他们的圆头狼
牙棒，打断羚羊的腿。土耳其人直到现代，战斗时仍然有投掷他们的棍锤的
习惯。从用狼牙棒进行娱乐转变到用它来从事战斗，甚至现在，在现代英国
的某些乡村中，捕鸟者的小金属棍也是很有名的。
从弯曲或弓形的树枝上削下来的那种被压扁的细狼牙棒，由于它投掷
起来能够回转而带有杀伤力，很受各族猎人们的喜爱。例如，在绘画上就可
以看到古代埃及的捕鸟者们，把扁平而弯曲的金属棍投到野鸭群中。
澳大利亚人不只用通常的方法投掷他们的木狼牙棒和斧，而且还会
精制并投掷一种具有惊人灵活性的稍微弯曲的特殊的斧。这种斧是一种绰号
叫“自归器”的飞去来器，它在飞行中会改变方向，与纸剪成的飞去来器能
飞回相同，也能回到投掷者的身边。
十分明显，用手投的石头，应该属于最早一类的人类武器。投石器
是用来大大加长手臂和加快石头飞行速度的简易器械，它甚至在极端落后的
人类部落中都享有盛名，这就说明它起源极为古老。
由简单的尖头根做成的最粗陋的矛，在一切蒙昧人中都很闻名。它
的尖端常常借助火烤变得比较坚硬。在矛中间，有的是未加工的木棍，有的
是多少经过加工削尖的工具——较重的一种适用于刺穿，较轻的一种适用于
投掷，而中等重量的矛，则既适用于刺穿，又适用于投掷。预先给矛装上齿
或芒刺，以防止它从伤口中脱出，这自然是十分简单的。
另一种古代的方法是这样：尖头用相当长的细绳不牢固地缚在杆上，
当尖头插入野兽体内时，绳子松开而杆就脱出了，这样伤兽就不能挣断绳子，
而且带着它，留下了踪迹。用这种方法，漂在水面上的杆就牵制住受伤的鱼
的活动，使人能够跟踪它。
用手投矛所能达到的距离，由于采用了特制的投矛器而大大增加了。
投矛器的作用很像投石器。在库克（Ｃｏｏｋ）船长时代，新喀里多尼亚人借助
带指环的短绳来投掷他们的矛，就像罗马的土兵们有一种为了同样目的，固

定在他们镖枪杆中央的特殊皮带一样。
蒙昧部落和野蛮部落宁愿要一至三英尺长的木投矛器，它的一头有一
个小木柱或小槽，顶住矛的尾部，另一头拿在手中。图 ３３ 所画的就是澳大
利亚人使用的这类投矛器。它使人产生一种比弓更加原始的印象。实际上，
这些粗野的蒙昧人还不知道弓。
显然，随着武器的进步，投矛器就不再使用了，因为在那些比古代
墨西哥人高的部族中没有发现它。但是，甚至在最近，与其说金属矛在战斗
或狩猎中具有重大作用，毋宁说在举行某种仪礼时它常按传统而被使用。
正如彼特－里沃斯所设想的那样，十分明显，弓和箭是从一种比较简
单的器械发展来的，那种器械就是安置在架子上的特殊圈套，这个圈套的作
用是把梭鏢配在有弹力的树枝上；树枝十分紧张有力，所以当经过的动物碰
松它时，梭镖就会随后飞来。这种器械不管人们在弓发明之前是怎样弄到的，
总之，它在史前时期就被采用了。箭是普通梭镖的缩形。在世界大多数国家
发现的古代石箭头（图 ２６．ｄ），证明弓和箭在石器时期已经存在，虽然未
必能溯源到冲积期。给箭增添羽翼的技术也像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古远，但
是我们不知道它是否会远到史前时期。
最简单的一种长弓跟我们现在作为娱乐而使用的相似，是用一片有
弹力的木料制成的。图 ３４．ａ，所描绘的，就是南美森林部落所使用的未拉
紧的带弦弓。所谓鞑靼人或斯基泰人的弓，是拿若干片木料或兽角用胶和筋
结合而成。它比普通长弓短，它的弦直接从外向内拉紧固定在弓弧上。这样
一来，在拉紧的状态下，图 ３４．ｂ，古代斯基泰人的弓的凸起部分就变成凹
形的了。这种弓多半属于北方地区，那里感到缺乏用整片制造长弓所必需的
那种柔韧木材。
作为战争的武器，弓在欧洲的整个中世纪都一直存在。早在 １８１４ 年，
世界都以惊奇的目光看待哥萨克人的骑兵以弓箭作武装通过巴黎的街道。在
弓的发展史中，进一步就是给弓配上水柄或把手，以便能够从容不迫地瞄准，
和用一种特殊的引发机来放弦，于是就产生了弩。这看来是发明于东方而在
六世纪左右闻名于欧洲的。我们的图 ３４ 中所描绘的正是它的完善的形式，
上面带有一个供拉紧弦用的转柄。这种样式的弓是十六世纪士兵们使用的。
直到现在，意大利仍然制造弩。在那里．人们用它来射鸟，不只用箭，而且
用弹丸。
为了理解金属武器发展中如下的巨大进步，必须回顾一下蒙昧人的
生活。南美森林中的印第安人，借助吹管吹放那种放在像筒一样管内的带毒
的小梭镖。这种吹管，或类似的称作射箭筒的马来武器，在所有生长又高又
粗的芦苇的地方，是很容易发明的。带有简单梭镖或弹丸的吹管，用来猎鸟，
也常常看到作为玩具，例如，被我们的孩子们用来射豌豆。中国发明了火药。
当火药用于战事的时候，火药的采用很快就把吹管变成一种巨大力量的器
具。通过铁管内火药的爆发来迸出子弹，就代替了从前通过芦苇用微弱的力
量来吹出子弹。
中世纪早期的步枪，火药是由燃煤的点火器或导火线来点燃的，正
像前不久的火炮一样。枪上的点火机后来由轮发机代替了。轮发机又导致了
燃发机。和弩比较起来，燃发枪是很有趣的，因为弩上那个被拉紧的弓的职
能，在弹簧和引发机的联合装置中，已降低到打火点燃发射子弹的火药的从
属地位；而弩的发射物却是以拉紧的弓的放松为直接动力的。弹簧和引发机

在较新的枪中还仍然存在；改进的地方是在受鸡头的冲击而点燃的弹筒头上
采用了雷酸银。子弹借助于枪膛内的沟槽或螺旋节距而刻下的来复线，以增
强飞行的正确性，这是下面那种古代方法的现代变种，即让标枪灵活地旋转
或给箭装上羽尾，使标枪或旋转着的箭增强飞行的正确性的方法。现代的圆
尖头的子弹，有几分是从圆形弹回到了古代的梭镖或箭，而最后，从枪的后
膛尾装药，则是回到了把箭放在蒙昧人的吹管的后孔中的古代方法。
猜测人们在哪个时候已发现用手搬滚不动的石头或木头，可以借助
粗木棍把它们立起或移动，或滚动两三竿远，或者让它们沿着长而缓的斜坡
滚动要比沿着短而陡的斜坡容易，这是毫无益处的。十分明显，杠杆、滚轴
和斜面的利用，可溯源于遥远的史前时期。古代的埃及人利用楔子来劈开巨
块石头；而令人只能惊奇的是，他们知道滑轮，却从来不用它去装备自己的
船只。在亚述的雕刻上，可以看到带有取水桶的进出口的井，也可以看到，
人们如何利用杠杆把一只生翼的巨牛搬了起来，把它拉到下面放着滚轴的滑
板上。
带轮的车，是人在某一时代发明的最重要的机械之一，它大概是在
史前时期发明的。
为了看一看先进民族在远古时代已经达到的那种技术水平，需要仔细
研究一下埃及的战车。这些战车具有带辐条的车轮，轮上装有坚固的箍，并
且车轮用锲子紧紧钉在轴上。
车箱、车辕和两副挽具证明了同样的技术。
如果我们按迹探求人类发明带轮车的过程，去指出我们在埃及战车
或罗马战车的创造者那里所看到的那种精细活计，那是没有什么益处的。但
是，常常有这种情况：能够找到一些制作粗糙的物品，而这些物品就好像是
技术之早期阶段的再现。古代最简陋的乡村大车，用两个几乎一英尺厚的圆
形木作车轮，是用横断的树干做成的，同时，这些圆形物，或者叫车轮，不
是在轴上旋转，而是固定在轴上。车轴安放在特制的木限内，或者是在两块
窄木板内，或者是穿在车底上的环孔里，同它的一对轮于一起转动，就像小
孩儿的玩具车那样。有趣的是，在条件已经改变的情况下，铁路车辆的制造
者们又恢复了这种构造。
图 ３６ 所绘的古代车上，轴的四个末端证明，轴和车轮必是一起转的。
在像葡萄牙这样一些国家里，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古代靠轴行驶的古典车子．它
们是按照同一种原理制造的，于是有根据设想：类似的大车说明，带轮的车
是怎样发明的。最初用的是轴，或滾子，是用它们来滚动大石头或其他巨大
的重物。我们可以想象，用光滑的树干或圆木做的这类滚子，起初是这样完
成的：把它的中间部分削细一些。于是，它就变成了一个两端带着宽圆滚的
轴。我们猜想，轴是处在某一种最简陋的梁木架下，并在架下转动的。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辆最简单的想象中的带轮车。完全可能，类似关于
车的第一个概念出现之后，轮就开始单独制造，并把它固定在一个活动的轴
上，装上了轮箍。后来，有了轻便的车轮和光滑的轮座，于是车轮就在不动
的轴上转动了。当然，所有这些，无非是一种想象，但是，无论如何，它使
我们的头脑完全清楚了车的本质。
另一种古代的工具是磨。最粗野的蒙昧部落有一种经常放在手边的
简单有效的工具，用来研磨涂染身体的木炭和赭石，或用来做较为有益的工
作——粉碎蒙昧人所食用的野谷粒。全部器具是由一块手中能掌握的稍圆的

石头和一块作为不动的磨盘，这是一些较大的带深洼的石头。有趣的是：我
们今天仍然使用的带样的臼，和这种原始型的器具非常相近。使用杵和臼的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它们用两种方式工作，把放在臼中的东西，或者用杵捣
碎，或者用杵研成粉末。
当人们开始从事农业，而粮食成为基本食物的时候，把粮食磨成面
粉，这是妇女长期以来的繁重劳动。但是后来，使用了各种形式的磨面石，
这种磨面石不适于捣，适于研磨，还不止于此。图 ３７ 上可以看到这类器具
的范例，这是在安格列塞（Ａｎｇｌｅｓｅｙ）挖出的粗笨的磨谷器。石研米器或石
磨米器，两侧有隐窝，适合研磨者的手掌握，研磨者牵引它沿着石床前后移
动。墨西哥人的手磨是这类磨谷器的一种最完善的形式。它有精工细制的固
定磨盘，和岩石的研磨棒，墨西哥的妇女们就借助于它们来磨玉米，以便烤
烙。但是，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转动来磨粮食，
这也就是磨的原理。
古代手挽磨的最简陋的形式是两块圆平磨盘，上面一扇靠人手来转
动，同时，通过上面的孔把谷粒倒过它的里面，面粉就从边上流了出来。这
种早期的手挽磨至今仍继续存在。图用画着两个赫布里底群岛的磨谷妇女。
长杆的一端牢固地插在上扇磨石的孔内，地上铺着布片用来收集面粉。手挽
磨迄今仍然在苏格兰以及群岛上采用。假如读者注意到现代磨面粉的磨的构
造，那么他就会看到精工细凿的磨盘，在现时有很重的份量，上扇均衡地固
定在一个轴上，这个轴在下面借助水力或蒸气力把它带动迅速旋转。尽管这
些机械是很完善的，但是原始手挽磨的基本原则仍然保持不变。
另一类旋转的工具和器械是从钻子开始的。在取火的过程中，可以
看到借助木棒在两手中旋转这种最简单的钻的方法。原始部落善于借助这种
拙笨的方法，耐心地旋转芦苇或木棒，同时加用硬砂和水，在坚硬的石头上
钻孔。这种原始的工具，供钻孔用也像供取火用一样，是经过改进的：把当
钻用的木棒缠上皮带或细绳，一前一后地急扯这根皮带或细绳，便牵引钻棒
做钻的运动。像在《奥德修记》（ＩＸ，３８４）中所描写的那样，古代的造船者
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钻他们的木材。由一个人用弓和弓弦来驱使旋转的聪明
方法，早在埃及的作坊中就已经非常闻名。阿基米德的更加完善的钻子，就
已经是属于新时代的了。
显然，旋床来源于钻子。这一点可以向那些只知道改进完善的现代
旋床形式而不明白其发展情况的读者指明。但是，看过带弓子的古代机床以
后，就很容易相信这一点。
旋工通常借助弓子来制作他的木碗和椅子腿，而机床是靠上下拉的绳
子来运动的，因此，也是以那种与荷马时代的钻同样原理为基础的。以后带
有轮子机械和不断旋转的脚踏旋床，代替了上述机床，而脚踏旋床又让位给
运用蒸气力的自动旋床。
在研究以旋转为结构特点的工具和机器时，我们按迹探求它们的发
展，其中许多是起源于如烟雾一般昏暗不明的史前时期，很少能够确定出某
一古代发明的真正创造者。
因此，谁也不能确切地知道，被称作螺旋的这种令人惊奇的机械装置
是何时和如何出现的。这种螺旋，希腊的数学家们非常熟悉。古典时代所固
有的那种拧衬衣用的螺旋钳，以及拧油用的螺旋钳，其结构形式和现代的形
式几乎相同。由此可见，早在古代，就出现了为改变当时生活的革新的发明

萌芽；而那种发明，就是使自然力来代替人的繁重劳动。
我们还发现一系列保存了农业中繁重劳动的古代设施。这类简单的
手动器材就是尼罗河谷的吊桶。在尼罗河谷，一根长竿支在一根柱上，竿的
一头带有平衡装置，竿子较长的另一头悬着一只桶，这只桶从下面汲水，靠
平衡装置把它扬起来。这种古老的器材甚至不必到东方去参观，因为在我们
的制砖厂里就可以看到。
在农田灌溉方面，这种器械的进一步改进就在于；奴隶们更替着转
动一个大轮子，轮子的周围装着许多小桶或陶器，它们从下面盛满水升上来，
把水倒在处于较高水平上的槽内。但是，把这类轮子放置在奔流的水中时，
水流本身就会推动它运转，于是，世上就出现了水力灌溉水车。这种水车在
最古的文献中常常提到，并且直到现在，在欧洲也像在东方一样，很容易见
到。通过这些或跟这些相似的改进阶段，水车就变成了像磨面那样另一种工
作的动力，在这里，便代替了从事手挽磨劳动的妇女的地位，或代替了从事
脚踏磨劳动的奴隶的地位，或代替了永远在原地转磨的马的地位。一则希腊
短文说：“你们，在磨旁劳动的少女们，你们停止工作，请唱吧，请留下鸟
儿们用歌声来迎接回归的朝霞，因为德米特（Ｄｅｍｅｔｅｒ）已命令水神来做你
们的工作；听到她的召唤，他们投身于水车，转动轮轴和沉重的磨盘。” 古
希腊制面粉的磨带有齿轮，这齿轮由水车来带动。这种磨或许跟那些仍然继
续在我们农村河边工作的水磨非常相似。
这类机械，最初是用来磨面，后来就应用到其他生产上，因此在现代
英语中，“磨”这个词已经不只是表示制面粉的磨，而且也用来标志从事其
他工作的动力。水车和跟它在机械方面相近的风车的应用，是文化史上的伟
大进步。这两种动力，进行一切种类的劳动：从西欧工场的最繁重的工作到
西藏寺轮的转动。这种寺轮在其旋转中无穷地重复着神圣的佛教经文。在近
百年的进程中，文明世界开始从煤炭这一新能源中找到了能的巨大储藏量。
煤炭在蒸气机的炉膛内燃烧，并且如此大量地应用，以致经济学家们耽心地
计算着，这个被挖掘出来的力能储藏量还能用多少时间，而后将不得不用别
的——海潮的力能呢，还是太阳的热能——来代替它。因此，现在，人越来
越力图把他生存的早期所履行的劳动者的职责，改变为世界能量的管理者或
指挥者的较高职能。

第九章 技术（续）

获取自然送给的食物——狩猎——设陷阱捕捉——捕鱼——农业—
—农业工具——田地——牲畜，牧场——战争——武器——甲胄——原始社
会中的战争学——较高级民族的战争学 在研究了人所采用的工具之后，我
们将转过来探讨人用来维持自己生存和进行防卫的技术手段。对人来说、获
得每天的食物是第一需要。在热带森林里，蒙昧人很容易生活，他们吃自然
赐予的食物，例如，像安达曼群岛上的居民们那样，他们采集水果和蜂蜜，
在浓密的丛林里猎取野猪，在河岸上捉鳖和捕鱼。巴西的许多森林中的部落，
虽然也从事一点农业，但主要是靠自然给予的食物生活。原始人最后也没有

遭受贫乏，因为在他们周围有许多野兽在繁殖着，河里的鱼繁衍成群，同时，
森林给予他们丰富的根茎、球茎、南瓜、椰子、豆角以及许多其他果实。他
们采集野蜜、鸟蛋、腐朽树木中的幼虫，也不嫌弃昆虫，甚至吃蚂蚁。掘土
棒是这些原始采集者们的主要工具之一。
在果实较少的地方，蒙昧人的生活，只有到了禽兽和鱼多的时候，
才能过得好些。
当缺乏这些的时候，生活就变成为了寻求食物而不断奔波。例如，澳
大利亚人沿着荒野游荡，寻找可食的根茎和昆虫。落矶山中的低级部落，采
集松果和浆果，捉蛇和用带铁梃子的木棍把蜥蜴从洞中拖出来。火地岛的居
民沿着令人败兴的、凄凉的河岸游荡，以食软体动物为生，以致在许多世纪
中，贝壳和鱼骨以及其他垃圾在这里形成了一排排长长的堤岸，比这里的水
所达到的任何水平都高。
这类贝壳堆，或“贝丘”，是这类部落过去的藏身处所，全世界的河
岸上到处可见。
例如，在丹麦的河岸上就发现了它们，考古学家在其中翻寻，寻找生
活于石器时期的原始西欧人的遗留物。这种人的生活有些像火地岛居民的生
活。
在人类文化的整个水平上，从没有其他生存手段的蒙昧人开始，直
到已经开化的部族为止，都有狩猎和捕鱼；不过在这种已经开化的部族那里，
禽兽和鱼只是从农村定期得到的粮谷和肉类的一种补充。仔细观察一下猎人
和渔夫的手段，我们就会看到，它们大部分都来源于较原始的文化阶段。
巴西森林中的土著居民们，他们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跟踪
寻找禽兽，他们机敏地完成这一工作；而这种机敏会引起旁观者的惊讶。作
为猎人的博托库多人，活动在丛林周围，了解每一种鸟兽的习惯和特征。浆
果和外壳的残余向他们表明：什么动物曾在这个地方吃食过。他们知道，到
怎样的高度，经过的犰狳就会把叶子混合起来，于是就可以把它的足迹跟蛇
或栖在陆地的龟的足迹区别开来，从而顺着它那鳞甲在泥泞中留下的爪痕追
踪到它的洞穴。这种蒙昧人的嗅觉也是如此灵敏，往往在他们跟踪寻找野兽
时靠这种嗅觉的帮助。
他们善于隐藏在树后模仿鸟叫和野兽叫，以便把它们引诱到他那用
致命毒药浸过的箭的射程之内。他们甚至学会了翻动鳄鱼带来放置在河岸树
叶下的粗糙的蛋，使它们彼此互相磨擦，来引诱鳄鱼。如果有只被他们枪杀
的蹲在某种大树枝干上的猿猴，仍然由尾巴挂在那里，他们就会顺着悬挂生
长的蔓生植物爬上去取它。没有一个白人能够攀缘这种蔓生植物。最后，他
们满载禽兽和有用的野产品，如供做吊床用的棕桐树内皮或准备做饮料的浆
果，顺着太阳和高低不平的土地，顺着放直的树枝，穿过浓密的森林，去寻
找通向他那茅屋的归途。
在澳大利亚，土著猎人长时间躺在埋伏地点，以靠近水源的树丛做
有效的掩护，直到袋鼠来这里饮水。他们能整日整日地跟踪追逐袋鼠；在不
大的火堆旁过夜，以便在黎明时重新开始追逐。他们一直在风中追随，力求
不被发觉，等待时机，最后终于得以靠近袋鼠，投出他那很少失误的投枪。
土著人一起追捕时，他们用枯树干在两边安装棚篱，像长长的两翼一样，中
间口子通向某种陷讲，然后就把袋鼠赶到那里面去。他们还布置大围捕，围
绕着半英里大小生有树丛的地区呼喊，叮叮当当地敲击武器，把所有的野兽

都赶到圆周中央，于是他们缩小包围，并使用投枪和棍棒。澳大利亚人在捕
鸟时也表现了类似的机智。土著人在水下游泳，通过芦苇管来呼吸，或者用
水草盖在头上游泳，以便潜入野鸭群中，然后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拖入水中，
掖入自己的腰带里。
在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猎取野鸭的普通形式的著名方法。这种
方法在世界上彼此相距十分遥远的地区都可以见到，旅行家们很难猜测：这
种方法的想法，是由一个部落向另一个部落传播开来的呢，还是多次由不同
的部落和部族完全单独萌生的。在尼罗河上也可以看到这种方法。在那里，
一个看来无害的南瓜在水禽中间漂游，它里面却隐藏着一个游泳的埃及人的
头。澳大利亚的猎人捕捉小袋鼠也是这样。他把带羽毛的鹰皮拴在一根像钓
鱼竿般的长木棍上，一边发出相应的叫声，一边让它摆来摆去，直到把动物
吸引到猎人便于拿枪刺它的树丛中来。
在印第安部落“犬肋骨”（Ｄｏｇｒｉｂ）中间施用的猎取北方鹿的方法，
是以伪装捕兽最完善的方法之一。两个猎人伪装鹿，前一个一手拿鹿头，一
手拿一捆树枝。他照活鹿所做的那样，使鹿角同树枝磨擦。两个猎人一起用
脚的动作模仿鹿的前后脚。他们就用这种方法进入到鹿群中间，并且杀死最
优良的鹿。英国的捕鸟者直到不久前，还习惯于藏在靠轮子移动的木马后面。
著名的英国俗语——“以谁来作掩护马”（即藏在谁的背后）中仍然记着这
件事。这个俗语现在还常常被人们使用，但人们却已不了解它本来的意义了。
带狗打猎起源极早，在开化的部落中也常常见到。例如，澳大利亚
人显然是为了打猎而驯养他们本地产的野犬。大多数北美印第安人也有自己
当地的猎犬。直到欧洲品种的狗分送到全世界以前，狗在原始部落中并非普
遍闻名。例如，纽芬兰岛上的土著显然从前就没有狗。
猪豹或“齐塔”（ｃｈｅｅｔａｈ）是最大、最凶猛的动物，人利用它凶暴
的天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印度和波斯，人们用铁笼子把它运到田野里，
然后放到上等野兽面前。叫它扑向猎物时，猎人就用一块带血的肉去引诱它，
并给它一条动物的腿作为它在这次攻击中应得的一份。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听到关于猛禽的说法。人们训练猛禽到空
中去杀死飞禽，或把飞禽驱入网内，以及用爪抓住兔子。鹰猎成为中世纪蒙
古皇帝的娱乐，这使它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在蒙古，按照马可·波罗的记述，
伟大的汗坐在两只象驮着的轿子里，轿上悬挂着金线织的锦缎，覆盖着狮子
皮；他来到旷野里消遣，观看他的成千上万饲鹰者嗾鹰扑向野鸡和灰鹤的场
景。
鹰猎从东方也传遍了欧洲。在古代的英国人中，鹰猎也十分闻名。
如有必要象征性地描写中世纪的话，除了那种骑在马上、臂上架着带遮头的
鹰的骑士和太太的形象，未必能够再选出更具有特征意义的形象了。现在，
鹰猎在欧洲几乎是灭绝了，但是在今日，旅行家可以在它初次出现的亚洲某
些地区，在波斯或与之邻近的地方更好地去研究它。
但是，在这里，跟由狩猎而引起精神上的激动、愉快比较起来，获得
营养品就起着完全第二位的作用。这一点，特别显现于像下面这种情况：骑
在马上去猎取类似鹿那样的捷足动物。国王猎取鹿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宫廷仪
式，参加的有骑兵队和穿着华美礼服的高官显贵。诚然，这类嬉乐在现代欧
洲已经趋于衰落，但是，迄今仍在宫廷担任管理捉鹿的猎犬和世袭饲鹰头职
务的贵族，就可证明这些嬉乐往日在英国宫廷生活中所起的那种作用。

由于用火器来代替弓和枪，现代猎人屠杀禽兽的能力大大地增强了。
从猎取水牛的美洲土著猎人中，可以很好地观察使用步枪的影响。从前他们
冲进水牛群，对这些动物进行了轻率的屠杀；现在，在白人及其来复枪的帮
助下，对动物就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杀戮，以致旅行冢们常常在整里整里的地
方，发现仅仅只为皮和牙齿而遭杀害的水牛的腐烂尸体，嗅到它们的腐臭气
昧。
在文明世界，就像禽兽的储存量一样，为了维持人的生存而对禽兽
的需要性大大减少了。这也像因为屠杀禽兽那样，是因为农业兴盛起来了。
但是，猎人生活从最古的时候起，对人来说就是坚毅和勇敢精神的学校。在
这种生活里，成功乃至狩猎过程本身，都给人一种最紧张的愉快。因此，狩
猎是在它的实际利益已经减少以后人为地保持下来的。在已经开化的国家
里，在狩猎按其困难性和危险性来说，都十分接近野蛮人生活条件的地方，
可以研究狩猎的最高形式，可以研究在苏格兰如何猎取野乌鸡，在澳大利亚
如何猎取野猪。至于谈到射击那些例如像后院任何一只母鸡那样的，用粮食
喂养得如此驯顺的野鸡，那是狩猎的最可怜的方式。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谈用罗网陷阱捕捉禽兽的方法。在澳大利亚可以
看到这种方法之一种极有兴味的最简单形式。在那里，土著人躺在岩石上，
手里拿着一条鱼假装熟睡，直到大鹰或乌鸦来叼住这块诱饵不放。自然．它
们就落入了饥饿人的手中，他就把它们捉住并且吃掉。原始的猎人们很容易
想到借助狼阱来捕捉野兽。狼阱最简单的形式就是普通的陷阱，其深浅以掉
进去的笨重动物一下子蹦不上来为度。蒙昧期的猎人们挖掘这类陷阱，并用
枯树枝或草皮把它覆盖住，就像非洲的布须曼人，为了捕捉河马或大象所做
的那样。在软毛兽繁殖的地方，猎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安置狼阱。最聪
明的是用木板盖住陷阱，只要动物一踏上这块木板，它就会翻动。不只是狼
阱，就是其他一般形式的捕捉器，所根据的也是这个原理。只要动物一踩中
机关，捕捉器就砰地一声关闭，就拉紧绕在它身上的活套，或把标枪投到它
身上。所有这些方法，在未开化世界都是非常闻名的。
借助拉紧握在手中或固定在棍端的活套捕捉鸟兽的技术，到处流传。
最熟练地用套索捕捉的例子，想必就是墨西哥的骑马牧童坐在马上抛掷套
索。但是，应当指出，它不是美洲土著人的发明。它是由西班牙人连同它的
名字一起带来的，它的名字不是别的，正是经过改造的拉丁词，意思是绳。
为了用套绳来捕兽，就必须把它放在野兽经过的窄路上，以便野兽能够把头
伸到它里面去。例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就是这样做的。但是，也可以把套绳
固定在某种使之向后弯曲的树枝上，当动物碰到它时，它就伸直开来，于是
就捉住了这个动物。或者像马来半岛上的蒙昧人所做的，把带有韧性竹竿的
枪安置在隘路上，把竹竿弯成弓形，当动物使竹竿放松时，枪就刺进了它。
我们已经提到过这样的假设：这类捕捉装置首先导致弓箭的发明。在像西伯
利亚这样的地方，就是把真正的弓和箭安装成捕兽设施。这种设施用现代化
的方法加以改善就成了弹簧枪。
罗网——这是一种可以称为历史的工具，因此，它在世界上的几乎
一切社会中都很闻名。澳大利亚的土著用罗网捕捉禽兽，就像亚述人或英国
的禁区狩猎者那样，比起他们来，在用罗网捕捉野鸟的技术方面一点也不差。
为了熟悉这种技术发展的顶点，就应该研究一下古代埃及墓碑上所描绘的狩
猎场面，一在那上面可以看到会闭的马尾套，里面捉住了成打的雁。甚至描

绘着死人的灵魂在阴曹地府也沉浸在这种得意的欢乐之中。
在多种多样的捕鱼方法中，最容易的，是人碰上时机，这在原始部
落中是极为普通的。每天水落的时候，在河的桥墩旁，在低岸上，在内地水
灾后的小河附近，在小水塘里，留下了大量的鱼。遇到这类时机，蒙昧人就
有足够的智慧来帮助其天性。火地人就是在低水水平面的岸上设立栏栅，然
而在南非，当洪水泛滥时，在江河的广大浅岸上则用石头堆积的墙分隔开来。
由此可见，我们的鱼梁和鱼俱并不是文明中的新事物。同样，毒杀和麻醉鱼
的方法也不是文明人的发明，因为在南美热带森林部落中间可以看到它的全
部光辉，他们为这个目的采集了大约二十种不同的植物。不过，这种方法在
原始部落中能如此闻名，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时常有这种情况：在这
里，大戟属或别的属有毒品种的树枝或果实落到某一森林的池塘里，常使水
中含上素质，这类情况很容易使任何一个看到的蒙昧人受到启示。
还有一种蒙昧人采用的方法，就是用搭钩搭鱼，或用枪扎鱼。这种
枪的边刃上有小齿或芒刺，为了增强效力，常常把枪的尖端分成若干带齿的
小角。有人这样描写从事捕鱼的澳大利亚人：他横卧在树皮制的小划子上，
把枪头放进水中，准备一声不响地刺穿进水去。更加精彩的是，他能在水下
睁着眼睛，这样，不只水面的波纹不会妨碍他察看，光的折射也不会干扰他
瞄准。由于光的折射，处在水面上的人要投准水下的某种物体，那是多么困
难。蒙昧人也知道，黑夜降临之后，鱼就向亮处游去，于是就在火把的亮光
下用搭钩搭捕鲑鱼，这种方法在苏格兰或挪威用得较少，但在整个美丽如画
的温哥华岛上的印第安人中间，却都可以看到。许多原始部落以惊人的敏捷
性用弓来射鱼，这可以看作是用搭钩搭捕鱼的变种。
钓鱼钩这种器材．并不是所有蒙昧部落都知道，但是有一些蒙昧部
落知道。澳大利亚人用贝壳制成钓钩，也有的把大鹰的爪绑在木棍上用来捕
鱼。和现代欧洲的钓鱼者相类似，古代埃及人坐在江河或池塘旁边，借助木
棍和钓竿用青铜制的钓钩来捕鱼。希腊人利用人造的蝇虫来钓鱼，如果不用
约竿，那么在任何情况下都用钓丝。一般地说，有趣极了，现代的钓鱼者在
其方法方面，跟最原始人和古代人的方法相去不远：蒙昧人那种带有三四个
锯齿状小角的捕鱼枪，和我们海员今天在用的称作搭鱼钓杆极为相似。只不
过我们是用铁而不是用木头或鱼齿做头儿。美洲的捕鲸业者所使用的带索的
鱼叉，也是这样。这种鱼叉带有一个装得不牢固的头儿，当穿入鲸鱼身上时，
头儿就与柄脱离了，它只靠一根长绳和漂浮的木柄连结着。这种工具是从阿
留申群岛人的带索鱼叉模仿来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头儿是铜制的而不是骨制
的。我们现代的捕鱼者大规模地从事捕鱼，他们用轮船曳网，席卷整个海湾，
但是，他们一面用网捕鱼，一面仍采用搭钩搭鱼和钓鱼这种最简单的方法，
和我们上面谈到的那些民族中见到的方法非常相似。
因此，人甚至当他像低级动物那样以采集野果和捉禽兽、捕鱼虾为
生的时候，在其较为发达的智慧的指导下，已使用了获取这些食物的较为复
杂的方法。过渡到下一个高级阶段的时候，他便开始为自己储备食物。
不能认为农业是一种十分艰巨的或非凡的发明。即使是最粗野的蒙
昧人，当他熟悉了他所采集到的可食植物的性能以后，也应该清楚地知道，
种籽或根，要是种在适当地点的土壤中，就必定会生长。因此，假如有如此
之多的部落只限于采集自然给予的东西，而自己什么也不种植，那么，这并
不能充分说明他们愚昧，而是说明了他们游牧的生活方式，说明风土恶劣，

或者说明简直是懒惰。就连文化非常低的人，如果他们成年生活在一个地方，
土壤和气候又都很良好，他们大部分人都会开始种植东西，例如像巴西的印
第安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在自己的茅屋周围开垦了一块不大的林地，以便种
上玉蜀黍、香蕉和草棉一类的植物。
认真研究一下世界上用来作食物的植物，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中，
只有像椰子果或木菠萝这样不多的一些植物，是在野生的状态中繁殖的。它
们之中的大多数，都在农业的影响下改变着形态。也有另一种情况，有可能
找到某些处于野生状态的植物，但可证明，它是已经由人多少改良过的，像
马铃薯就是这样，它被发现时是在智利的峭壁上野生的。只是，许多人工栽
培的植物的起源，已经被遗忘了，并且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这类植物就
有属于那些通过耕种成为粮谷的可食用的禾本科植物，如小麦，大麦，裸麦，
这些植物在现时人们的经济生活中起着十分巨大的作用。这些禾本科植物由
野生祖先变成为种植植物，显然早在有史时期到临之前，这也就是把农业的
开端推移到还要古远的时期。
埃及和巴比伦连同它们的政府和部队、教堂和宫殿，证明农业的最
初萌芽大概有多古远。要知道，只有在许多世纪农业的基础卜，才能形成这
些人口众多的古代国家。植物，它们只要在某个地方一次受到培植，那就为
自己在现世界开辟了从一个部族到另一个部族的道路。例如，美洲的欧洲侵
略者们把玉米或玉蜀黍带进了欧洲。玉蜀黍从太古时代起就在整个美洲种植
了，而现在，成为供给意大利农民每天午餐的玉米饭或粥。玉蜀黍现在也在
日本培植，直至南非，它在南非是殖民的每天食物。
如果注意到原始部落如何耕地，那就可以知道关于发明农业工具的
许多事情。类似澳大利亚人一样的流浪的蒙昧人，随身带着尖头的木棍，用
来挖掘可食用的根，如图 ４３ 中所描绘的。如果注意到植根和挖根过程之间
的近似性，那么就可以较有把握地推测，开始耕地的部落，能够用先前只挖
根的那些同样的木棍来耕地。实际上，作为简陋的农业工具的那些削尖了的
木桩，也像在欧洲一样，在美洲也被发现。用形如宽头的枪矛、剑或桨那样
带平刃的工具来挖掘，是一种改进。现代的铁锹就是这种形式。
最重要的工具——锄头，来自镐或斧。新喀里多尼亚人的木镐是用
来作武器和种植薯蓣的工具，而非洲的铁刃斧，是装在狼牙棒上，要变成锄
头，只要把刃横装就行了。
奇怪的是，只能想象的那种最简陋的锄，是欧洲的。它甚至比北美印
第安人妇女用来掘地种玉米的锄头还要简陋，它是用糜鹿的肩胛骨固定在木
棍上构成的。这就是在图 ４３ 中描绘的瑞典锄头。它是一根简单的粉枞木桩，
下端有一个削尖了的突出的杈。在古代瑞典，就是用这个奇异的工具来耕地；
一两代前，它在森林里的农民部落中还能够看到。
瑞典的传说使我们了解到农业是如何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开始使用
木锄是较为困难的。人们在地上拖曳它，用这种方法深耕出沟痕来。后来，
工具就由两部分组成，上面有农夫的把手，和供拉这个原始犁的人用的杆或
辕。以后，犁头镶上了铁头，最后，用双牛或双马代替人拉犁。
显然，锄头就是这样在到此之前的上千年中转化为犁。图 ４４ 描绘的
就是古代埃及的农业。在犁后面走的，是用一张奇怪的锄打碎土块的劳作者。
那锄有个长长的弯木刃，用绳子缚在把手上。我们如果看看犁本身，就会发
现，它是用同样的锄头构成，也是用绳子缚着。只是在这里，它是较为沉重

的，并且装有两个供农夫用的把手，以便农夫能够驾御它，并把它紧压在地
上，同时，由两头牛把它拖向前进。尼罗河流域曾是农业高度发展的最早区
域之一，看了这里所引用的图画，我们几乎有权想象：这一伟大发明出生时
我们在场，目睹了犁是如何产生的。给它装上沉重的金属犁头，赋予它以这
样的形式，能使它像一把连续的梳子把草土块翻卷起来；把铧固定在前面，
以便翻起前列的剖面；把所有的工具都装置在轮子上：所有这些改进，在罗
马奴隶时期就已经闻名了。在现代，农夫已经不必跟着把手走了，而汽犁获
得了比牛或马更加强大的动力。然而任何人，只要他看一看这一工具发展的
较早阶段，就能够在最完善的现代犁中，认出拖曳在地上的原始的锄。
甚至现时还作为遗留而存在着一种野蛮时代的耕种荒地的方法。显
然，这种方法告诉我们，人，当他开始确立对当时只是到处采集野生根茎、
干果和浆果的原始森林的控制权力时，是如何耕种的。这种原始的方法还是
由哥伦布发现的。他在西印度群岛登陆以后，看到土著们正在清理某些地区，
把灌木丛削除并就地烧掉。用这类简单的方法，不仅消灭森林，而且把烧剩
的灰用作田地的肥料。迄今为止，这种现象在印度山区部落中间仍然还可以
看到。这些部落在这一小块土地上耕种若干年后，就转移到一块新的土地上。
在瑞典，用火烧耕种土地的方法，不但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地方性的方法保
留在传说中，而且直到现代，在偏僻的地方依然存在。这告诉我们，早期的
部落，当它们移居欧洲时，它们的简陋农业也便随身带来。
看到现代的英国农场，我们不应当认为它是一下子完善起来的。现
代农场经济的农业，在它的后面有一部漫长而完整的转变史。它发展的最重
要阶段之一，就是多年以前这一时期，欧洲的大部分都首次以农村公社的方
式来进行耕种。移民的部族占据一片空旷的土地，在这一部族的茅屋周围，
拥有广阔的田野，这个部族像个大家庭一样，从一开始就共同清理和耕种这
块土地。后来，经过多少年之后，把可耕地重新划分为家庭管理区段的习俗
形式，但是全部农村田地仍然继续由整个公社来耕种。公社在这时还是袭用
农村族长所确定的那种方式来工作。甚至在俄国，这种体制的遗迹经过了封
建时代，在现时地主和佃农的时代，仍然还保留着。在许多英国伯爵的封地
里，迄今依然可以看到大公社田的分界。这些公社田按长分为三段，每段横
着又分成若干区，由各个家庭耕种。这三段田按照旧的三区轮种体制进行耕
种：一段田休耕，同时，其他两段田种两种庄稼。
现在我们转到研究驯养动物的历史。驯养人所容易接近的动物，像
鹦鹉和猴子，现在的原始林间民族仍在进行。他们在这类养驯的宠儿身上获
得了特殊的乐趣。文化最落后的部落，为了看家和狩猎也饲养着狗。但是，
人只有达到较高文化水平之后，才开始为了用作食物的目的而饲养和繁殖动
物。在遥远的北方，在北方鹿的故乡，可以很好地按迹探求从狩猎生活向游
牧生活的过渡。爱斯基摩人只是猎取北方鹿，然而西伯利亚的部落，就已经
不只是猎取鹿，而且也驯养鹿。例如，通古斯人就住在自己的畜群旁边，他
们牧养畜群不只是为了奶和肉，也为了用畜皮做衣服和帐篷，用筋做绳子，
用骨和角做工具，在从一地向另一地转移的时候，鹿也就成了驾车和驮物的
工具。这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最简单的游牧生活的标本，我们也就没有必
要再对众所周知的较发达的游牧部落作详细的描述，这些部落带着自己的帐
篷，在中央亚细亚草原或阿拉伯沙漠从一地向另一地转移，为自己的牛和羊、
骆驼和马寻找牧场。

在流浪的狩猎生活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
别。两者虽都是从一地向另一地转移，但是它们的境遇极不相同。狩猎者过
着设备极为简陋、极不舒适的生活，并且有时还遭受到饥饿生活的全部痛苦。
对于逐水草而居的牧人来说，狩猎仅仅是生活的补充手段。他的畜群保障着
他来日的生活。他有珍贵的牲畜，可以向城市居民换取武器和布匹。在他们
的队伍中，有自己的铁匠，而他们的妇女则纺毛线，织毛布。
把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就像上面刚提到过的我们祖先在古代欧
洲农村公社所经历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就达到了安乐和舒适的更高
阶段。在这里，在农村村边耕种过的田野附近，夏天在小丘上和属于公社的
森林里，都放牧牲畜。森林里也有猎人猎取禽兽，同时，在靠近家门的地方
还有公共的草地作为牧场；在冬季，把畜群赶进天幕下的畜栏里，有干草做
保障。在像英国这样人口如此稠密的国家里，古代游牧生活的最后遗迹，从
夏季停止驱赶畜群进山那个时候起，就消失了。
担心食物之外，保卫自己避免危险，是人的最重要的要求。蒙昧人
不得不击退扑向他们的猛兽，他们也纵犬追捕并消灭它们。但是，他们最危
险的敌人，还是那种具有和他们相同的动物形态的生物。战争在最低级的文
化水平上就已经开始了。人借助对付猛兽的狼牙棒、枪矛和弓来反对人。皮
特－里弗斯将军指出，人在战时是带着怎样的规律性，采用了从低级动物那
里学会的方法，如他的武装模仿动物的角、爪、牙齿和尾针，直到包括尾针
的毒。人还用模仿动物的皮和鳞的甲胄，来保护自己，而他的战争方法，像
设伏兵和设立哨兵，首领在前面率部队进攻，发出威武的喊声进行战斗，也
全是从鸟兽那里学来的。
上面我们已经研究了进攻性武器的最主要类别。给箭涂上毒药以加
强其杀伤力，这在全世界的原始部落中都是常见的。例如，布须曼人把蛇毒
和大戟汁混合在一起，而南美的蒙昧人，用长期斋戒来准备一种神秘的行动，
在秘密的森林深处煮一种使人麻痹的毒箭。在那秘密的地方，对那个可怕的
过程，妇女连一眼也不许观看。毒箭也闻名于古代社会，正如谈到奥德修斯
的那几行诗所证明的。奥德修斯到厄皮尔去，是为了寻找涂他那青铜箭头的
杀人毒药。
战士的甲胄如何起源于动物的天然铠甲，这是不言而喻的。动物的
皮本身就可以用作甲胄。例如，在博物馆中就可看到用加里曼丹岛的熊皮制
成的甲胄或用埃及的鳄鱼皮制作的胸甲。骑兵胸甲和销甲的名称本身证明，
它们起初是由皮制成的。苏门答腊的布吉人（Ｂｕｇｉｓ）制作胸甲，是把食蚁
兽退鳞时所甩掉的小鳞片缀在树皮上，再把它们像甲片般一个叠一个地安放
上，如同动物本身那样。萨尔马特人也用同样方法模仿动物的自然装备，他
们把切割下来的马掌片叠放得像松果的鳞片一样，缝合在一起。采用金属以
后，在上述这类技术的基础上就产生了希腊人模仿鱼鳞和蛇鳞的鳞甲，其实
他们的锁子甲是一种金属制的网状服。中世纪战士的甲胄仍然跟它的古代形
式相近，全身从脚到头都用铁鳞服，由锁于甲（亦即环状的网）或那种仿效
蟹和龙虾的彼此联结的铁片覆盖起来。装饰我们城堡大厅的最晚期的甲胄，
就是这样。火药应用之后，甲胄就开始不用了：除了钢盔以外，所有其余留
作武器的，供展览的要比供实际应用的多。
盾牌同样如此，在某些时期它曾是军人甲胄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可是从步枪时代来临之后，它就完全被弃置于一旁。按照现代关于盾牌的概

念，它有点像一个大屏障，后面可以掩蔽战士，不过，最初目的显然并非如
此。原始的盾牌大概只是用来抵挡打击，像澳大利亚的狭窄的回击棒那样使
用。这种回击棒中间手拿的地方，宽度仅四英寸，然而土著能以惊人的灵活
性用它打掉枪矛、苏格兰高地居民的不大的圆形皮盾，是一种比其他更长期
地保留在开化的欧洲继续使用的眉，这种后同样作为防御性武器而被熟练地
运用，可以用它打落梭镖，挡回枪矛或剑的攻击。不难看出，这类回击的盾
牌跟那种早期的战争方式是有联系的。那个时候，战斗只是白刃战，而每一
个战士必须自己防护自己。但是，当战斗要由靠拢的队伍进行的时候，就要
用大盾牌来掩蔽了。古代埃及军人就用它们——像墙一样——掩蔽自己；希
腊或罗马的突击队在它们的掩护下，得以不顾雨点般向他们降落的石头和枪
矛，爬到要塞墙的最跟前。
蒙昧人和野蛮人有出其不意地进攻敌人的习惯，他们力图将他杀死，
就像杀死野兽一样，特别当刻骨的个人仇恨或血族复仇支配了他们的时候。
但是，即使是原始部落，也能把这类杀人行为跟正常的战争十分清楚地区分
开来。从事这种正常的战争，与其说是为了互相屠杀，不如说是为了获得强
有力地解决双方争端的胜利。例如，澳大利亚的土著们早就不是单纯的杀人。
他们之中某个部落给另一个部落送去一束捆在抢头上的鸵鸟羽毛，就表示要
在第二天开战。到规定的时间，双方便以战斗的方式相遇。战士们的身体，
为了造成可怕的模样，涂上了彩色花纹。他们在空中挥舞着枪矛和狼牙棒，
并使武器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大声责骂，侮辱敌人。每一个战士都有一个
自己的对手，因此，战斗实际上成为一系列的决斗。战斗结束时，双方枪矛
乱刺，有的避开了，有的以惊人的灵活性击落了对方抢矛，直到最后，或许
杀死了一个人，通常，战斗也就此结来。
在巴西的博托库多人中，由于一个部落到另一部落的土地上去猎取
野猪而发生的争端，可能会决定在粗木柱上进行一次郑重的决斗，战士们站
在粗木柱上用沉重的木桩彼此成双地互相痛打，同时妇女们也互相殴斗，揪
住对方的头发，彼此抓脸，直到某一方让步为止。但如果在这种小殴斗时，
打架的一方拿起自己的弓箭，那么，打架就可能变成真正的战斗。当事情发
展到正式战争时，博托库多人把本部族的战士列成队去反对敌人；放箭，然
后喊叫着互相扑去，极为残酷地厮杀，虐杀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出动去
把安居的邻人村在抢劫一空。敌人如处在某地附近森林中，博托库多人就在
周围地里插上尽可能多的尖锐裂片，好像设下一座脚蒺藜阵，以便毁伤敌人
的脚，然后埋伏在倒树后面或用树枝伪装隐藏起来，就用箭射击敌人。他们
把战斗中杀死的人带回，在庆祝胜利的宴会上把这些死人煮熟并吃掉。在那
种祝捷宴上，在野蛮的醉舞时候，他们的好战热情燃烧到疯狂程度。
这类狂舞和好战的歌曲，是一切蒙昧人和那些甚至较有文化的部族
所特有的，其目的在于鼓起和支持战斗的勇敢精神。原始部落也借助战利品，
例如，将敌人的头晒干，把它悬挂起来装饰自己的小茅屋，或用敌人的头颅
骨做成大杯，以保持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战斗的自豪。北美的战争富有生动
的细节，这些细节常常被写进我们的书中。人们全都熟悉那些在召开隆重的
战争会议时带着号简参加的壮士，他们通过送一束用响尾蛇皮包着的箭，或
者把血红的战斧插到战标上来表示宣战。我们全都读过关于印第安战士宴会
的故事，在宴会上他们要吃作为忠诚象征的狗；读过关于排成一条线穿过森
林的战斗部队（我们的“印第安队”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的故事，关于

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阵营或村庄的故事，关于挂着从战败者头上割下的带皮
头发的胜利者的野蛮舞蹈的故事，关于折磨捆在柱子上的俘虏的故事：当时
甚至让孩子们放箭射杀这些敌人，而这些敌人一声也不哼地忍受着痛苦，他
们在这临死前的痛苦时刻，为自己的坚贞不屈而自豪，并对自己的敌人大加
嘲骂。印第安人的战术是：“偷袭如狐狸，进攻如猛虎，逃遁如飞鸟。”但在
两个部落战 ｈ 则，也可以看到公开的战斗：站着监视一对对战士之间的决斗
或者共同混战一场。
开化部族的战争跟蒙昧部落的战争的区别在于：开化部族的战争具
有优良的武器装备，战士们受过正规战斗的训练。如果仔细看一下哪怕是在
喇叭声下列队齐步前进的古埃及部队的描绘，特别是如果注意一下带着枪和
盾的难以调动的步兵的枪兵密集方阵，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正规部队对蒙昧
人杂乱的战斗队的优势。由万人组成的这类埃及方阵是非常坚固的，甚至常
胜的波斯人也不能将它攻破，即使是在败北的队伍中，仍然会在盾牌的掩护
下继续抵挡敌人的攻击，直到塞鲁士允许以尊敬的态度接受他们的投降为
止。
埃及的部队是由不同的兵团组成的，而这些兵团又分成若干在军官
统率下的较小的部分。在战斗的时候，难以调动的静止的枪兵密集方阵占据
于战斗队形的中心。在枪兵密集方阵中布置有弓箭兵和轻装步兵，他们成散
兵线行动或成展开的队形行动。同样也有投石手分队，而显贵的战士们乘着
战车闯进敌军的中心。亚述的战争画证明：亚述人的军事艺术同埃及人的军
事艺术处在同一个水平之上。
希腊把军事艺术提到了非常高的阶段，而希腊文学告诉我们它的全
部发展史。从《伊利昂纪》开始，描写表明：那里比起埃及来，战争和军队
一开始处于较野蛮的状态之中。纪律松弛，指挥不善，希腊和特洛伊战士之
间的决斗，像在蒙昧人中的那样，是在有监督队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
转入希腊史的最后一个时期时，我们就看到，希腊人不仅已经学会了古代文
明所能教给他们的东西，而且还用他们的天才影响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他
们那装备有各类武器的兵团（弓箭兵、战车兵、骑兵和枪兵方阵）服从于纪
律，并按古代埃及人和亚述人的方式建立战斗序列。但是在古代，战斗仅是
对对阵双方两列队伍的力量的检验。军事历史家泽诺丰描写了底比斯
（Ｔｈｅｂｅｓ）人的领袖埃帕米昂德的军事艺术的变化。在洛伊克特拉（Ｌｅｕｋｔｒａ）
城下，因为比斯巴达人的兵力弱，他便率领由五十行组成的纵队的士兵，攻
击敌人由三十行组成的右翼，将它击溃；他用这种方法使敌人全线崩溃，获
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在曼其尼亚城下，这种作战方法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
他将自己的部队列成楔形，把较弱的队伍放置在沿着向后散开的斜线上，为
的是让这些队伍在冲破敌人的阵线以后，再进入战斗。巧妙的调度成为战斗
本身一样重要的战术，开始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起来了。
我们已经使读者的注意力转向埃及和亚述的军事舞台。如果他看过
某种现代军队的战斗演习以后，再看看这种两三千年前所进行的战斗描写，
他就会发现，新的作战方式实质上建基于古代方式之上。
假如把古代的较简陋的构筑防御工事和进行围攻的方法同现代的比
较一下，必然也会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处在堪察加人（Ｋａｍｃｈａｔｋａｎｓ）和
北美印第安人水平之上的部落，善于借助堆积和围以栅栏的方法来加固自己
的村寨。在古代的埃及和亚述以及邻近它们的国家里，城寨的坚固的高墙，

由弓箭兵和投石兵保卫；要进攻的话，就得由突击队带着云梯来攻击。至于
古代的围攻，我们可以在荷马史诗中看到它的有趣的范例。在荷马史诗里，
希腊人在特洛伊城下布置了一座营垒。但是，显然没有关于全面围攻特洛伊
城情况的任何介绍，利用坑道和壕堑进击的介绍更少。后来，希腊人和罗马
人在围攻中采用了较高的技术，他们已经有了跟古代那种沉重而构造精巧的
破城槌类似的军用机械。
当时这些机械性质上跟巨大的弩弓相似，像弩炮那样。这些机械导致
发明取代它们的现时的火炮。

第十章 技术（续）

住所：山洞，窝棚，帐篷，房屋，石和砖的建筑——拱形圆顶——
建筑术的发展——装饰——皮肤染色——文身——使头相变形——装饰品—
—用树皮、兽皮等制的衣服——席子——纺纱，织布，缝纫——衣服——航
海术：对能漂浮东西的利用，小舟，筏，平衡杆，划水轮和桨，帆，帆船和
巨舟 我们现在转过来研究人类的住所。想一想鸟的巢，海狸的窝，猿猴筑
在树上的平台，那么，就未必能设想人在某个时候不能为自己建造某类藏身
之所。如果他不总是去建立住所，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要到处转
移，而他又能满足于露宿，或在树下或在岩石下的某个地方，为自己找到一
个天然的藏身处所。因此，即使有许多材料证明，古代的蒙昧人大部分居住
在天然的藏身处所里，但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些原始人，即使是和古
象同代的人，没有能力为自己建造窝棚，如果他们对这种住所感到舒适的话。
欧洲的古代蒙昧人躲藏在峭壁下的隐蔽所里，在这些地点的基地里
发现的骨骸、劈开的燧石片以及其他的遗留物，证明了这一点。洞穴，像是
野兽的现成房屋一样，也是人的现成房屋。在英、法这样一些国度里，洞穴
是驯鹿和古象时期古代部落的住宅。南非的布须曼人是居住在山洞中的粗野
部落的当代例子。但是，洞穴是如此方便，所以它们有时在文明世界中仍被
采用，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偶尔见到过某一峭壁中的这样的洞穴：它们的
后面部分做了渔夫的农舍，或者最低限度是做了仓库。在这里，与其说我们
对这些天然的住所感兴趣，毋宁说我们对人工的营造物感兴趣。这些营造物
不论如何简陋，却是人为自己建造的住所。
在巴西森林的深处，旅行家们遇见了流浪的赤贫清教徒们的住房，
它们甚至不是窝棚，而简直是一些用许多八英尺长的大棕搁叶靠在横木上构
成的斜顶。这些面向迎风面的遮棚，掩遮着在那悬于两树间的吊床里伸懒腰
的印第安人。因为有稠密的树叶在上面保护着他们，所以他们的生活在好天
气并不缺乏某种舒适；可是在坏天气时，一家人甚至连狗也不得不挤向那地
上燃起的篝火。然而即使在这些热带的森林里，我们也会时常遇到真正的窝
棚，虽然是极简陋的，就像博托库多人为自己搭的那种窝棚一样：把同样的
大棕榈叶用若干叶梗穿连起来；再把上面扎好，使它在头顶上形成屋顶形，
地上呈圆形。帕塔乔人的活计具有更大的技巧性。他们把成长着的小树和插
在地上的竿弯在一起，把它们的上面扎起来，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骨架，然后

他们用大量的树叶把它覆盖起来。
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中可以见到几乎同样的原始建筑。他们在住地
安居下来以后，通常满足于把许多带浓密树叶的树枝插在地上，为自己设置
一个夜间遗风或防风的棚。
当他们把两排树枝在头顶上连在一起的时候，屏风就变成了窝棚。在
较长时间定居在一个地方的情况下，他们就用树枝搭成一个真正的窝棚架，
并用树皮片或树叶和草覆盖棚项，或者，用草皮盖顶，从外面把窝棚抹上粘
泥。
这样一来，简单的圆窝棚的发明就变得很易理解了。像美洲印第安
人那样的游牧部落，要经常把他们的竿子和兽皮或树皮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
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圆锥形的窝棚何以变成可移动的帐篷，同样是很
明白的。而这也说明了可移动的帐篷是如何发明的。文化水平较高的东方畜
牧者，用鬃或毛制成的毡子片来覆盖帐篷。我们自己为了临时居住也搭帆布
帐篷。其实，只要看一看普通士兵的钟形帐篷就会明白：它不是什么别的东
西，是经过改造的蒙昧人的窝棚。
不过，圆形的窝棚是蜂窝形或圆锥形的。它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能
爬着进去；如此之挤，人在里面不得不躺着或蹲着。它通常做得十分简单，
就在里面挖一个几英尺深的坑。它的构造方面较为重要的改进，就是在柱子
或墙上放一个棚子，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最初的完整的房屋；而现在，只成
为一个屋顶。带有侧柱的圆形小茅屋，就是用这种方法建造起来的；那侧柱
之间的空隙处，是用涂着泥土的树枝编织物来填补。有时，茅屋坚硬的墙壁
支撑着用树枝覆盖的屋顶，而这屋顶可能是以绿荫如盖的飞簷形式向两侧突
了出来。在古时，欧洲农民的普通住宅就是这样，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农民
住宅也是这样。很有可能，这种圆形的、用树枝覆盖的庭院窝棚的形式，正
是我们所追想的农民住宅．而在这种窝棚中，可以饶有兴味地指出它跟现代
野蛮人窝棚的相似之处。
其次，正如去非洲的旅行家们所指出的，人们开始建造四角形房屋
以代替圆形住房这种情况，是较高文化的重要标志。圆形的小茅屋，只有当
它的面积不大的时候，才容易建造。扩大面积的最好方法就是建造椭圆形房
屋，屋顶上有一根横梁，与斜侧人字架相衔接。因为这类房屋可以增加适当
的长度，这样一来，在它里面一下子就能居住若干——通常是二十——家庭，
这在原始部族中间是常常见到的。在野蛮人的地区，人们建造宽敞的房屋，
屋顶由带横梁的高柱支撑，或由那种用泥土或石头筑成的结实墙壁支撑。
实际上，这种房屋几乎是按照我们最新房屋同样的原理构筑的，只不
过样式较为简陋罢了。
看来，这条采用砖石进行建筑的发展道路，是完全不难查明的。在
林木缺少的地方，人们愿意用石头、草皮或泥来建筑墙壁。例如，众所周知，
澳大利亚人为自己建造住宅时，用一堆没有任何东西维系的石头来做墙，把
木棍放在这些石堆上做屋顶。未加工的石头，虽然可以用它们做很好的围墙
和短墙，但用来修建高墙却是极不稳固的。只有片状岩石的石板除外。这些
石板是供建筑用的天然石头。不过采用只在地上找到的那种形状的石头，未
必能建造较之赫布里底群岛上那些有趣的蜂窝状茅屋容量更大的房屋。那些
茅屋带有简陋的拱形圆顶的狭小贮藏室，这些贮藏室是由许多万头构成的，
那些石头在里面彼此相压，而在外面几乎是排列整齐的。这些贮藏室用生长

的草皮覆盖，因此，它们就成了被青草覆盖的小丘模样，中间有一条供居住
者爬入的通道。这类原始建筑，起源极古。诚然，这样的房屋在这里已经不
大建造了，但是旧有的在夏天仍然继续当作隐蔽所。古代苏格兰的地下住宅，
包括有用未加工的石头筑成的单间贮藏室，这同时会使考古学家们回忆起塔
西佗关于地窖的故事。古代日耳曼人挖这种地窖，并在上面盖上湿土。他们
在里面储藏自己的粮食，而自己则寻找掩蔽所来御寒，到了战时，则寻觅掩
蔽所以防敌人。
当开始应用石工技术的时候，房屋建筑就走上了高级阶段。或许，
最初是把石块磨平，以便使它们能一块一块地相配合，好把一些石块拼凑到
一起，就如古代伊特刺斯坎人的墙和罗马墙的所谓巨石砌法中所表现出来的
那样。然而人们很快找到了更为合理的方法，不再使建筑的计划迁就石头的
形状，而开始按照该种工作的需要来改变石头的形状。由此，就采用四方石
块，按整齐的排列来安放它们。在古代埃及，石匠们把云斑石凿平甚至琢磨
得如此完美，连我们今天的建筑师们见到都会产生羡慕之心。金字塔按其异
乎寻常的宏伟来说，也像它那倾斜的石墙、密室和通道建筑精美一样，同样
是值得惊异的。现代关于石建筑的概念，要求石块用水泥固定在一起，但是
在古代，埃及和希腊的建筑师们把加过工的石块一块块地叠垒起来，不用任
何水泥来固定，甚至全不用水泥。
在需要固定的地方，就采用铁夹子。
水泥在古代同样也是很有名的。罗马的建筑师们不只采用了由石灰
和沙子合成的、由于从空气中吸收炭酸而固结的普通水泥，而且也知道通过
添加火山灰或其他物料来制作耐水的水泥，由此就产生了我们英国石匠给一
种化合物所起的“罗马水泥”的名称。
我们已经谈到过蒙昧人用泥层覆盖自己用树枝搭成的茅屋两侧的习
惯。在瑞士湖上建造水上房屋的古代人也这样做过。发生火灾时偶尔被烧而
后又掉入水中的那些泥皮块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泥皮块就是现在也能在水中
找到。在它们上面，可以看到堆积着很早年沉没的茅屋的芦苇墙，它们上面
涂抹着湿泥。至今，我们还有某种类似的东西，被英国茅屋别墅的建筑者们
称之为“油泥枝条”。在英国农村的街道上，到处都可以遇到同样的茅屋或
牛栏，这是原始建筑术的另一种遗留。它的墙是用粘土块亦即用混有麦秸的
泥堆成的。这种用泥或湿土制成的茅屋墙，在像埃及这样一些气候干燥的国
家是极为普遍的，因为这种墙比起木墙来又便宜又好。
不难明白，在这之后采用了太阳晒干的砖。它们只是适用建筑茅屋
墙壁的同样的土块或接着麦秸的泥块。在东方，这种太阳晒干的砖早在途古
时代就采用了。用这种砖建造了保存下来的埃及金字塔中的一种。图画证明，
和泥并用木模子拖大砖坯，跟我们现代砖厂制砖极为相似。尼尼微的建筑师
们用这种砖建筑了十至十五英尺厚的宫墙，并用雪花石膏的塑像来装饰它。
对于这类太阳晒干的砖来说，粘土泥原来是十足的水泥。到现在为止，这种
湿土制的砖在那些实际与气候很适宜的国家里，仍然用来进行建筑。它们在
美洲也被采用，在像墨西哥这样一些国家里，旅行者们至今仍然常常居住在
用这种材料建造的屋子里。显然，烧砖是后来的发明。对于烧制陶质食具的
部族来说，获得这种发明是并不困难的。但是这种砖只在较为多雨的天气里
才是必要的。例如罗马人，他们不能满足于单纯的土砖，就进而用炉火烧砖
瓦，并达到了极为完美的地步。

在通常建造房屋的时候，我们现在是请石匠或砖瓦工人来筑墙。瓦
或片岩改善了古代用麦秸或芦苇盖房顶的方法。但是，我们仍然保留了古代
的木料建筑方法，所以到现在为止，房顶的梁架仍然是用木料建成的。可是，
成世纪地挺立着的圆拱顶墓穴和教堂，却从很早时期起就已经需要借助那些
砖石盖顶的方法了，因为水梁是不坚固的。这方法有二：伪圆拱顶和真圆拱
顶，两者都是很古的。伪圆拱顶是一组建筑结构，任何一位建筑者都可以想
出它来。实际上，这正是孩子们所做的。当他们叠木砖的时候，从两个方面
一块一块地放，好像阶梯一样，直到两个阶梯上面的环节还没有密合，中间
留有一个空隙，可以安上一块砖时为止。在埃及的金字塔中，在希腊和意大
利的古墓中，在中美的宫殿遗迹中，都可以看到用这类方法覆盖的那些带有
露出巨大石块的过道和密室。印度着那教寺庙的圆拱顶也是用这类方法建成
的。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古迹的建筑者们不知道真圆拱顶；他们可
能因为真圆拱顶具有膨裂墙壁的弱点而反对采用。
真圆拱顶是何时和如何发明的，已经不能确切地知道了。但是，人
们在用天然石块覆盖门口的时候，就可能已经知道这种方法了。在古代埃及
的坟墓中，可以看到用泥砖以及尔后用石头建筑成的这类真圆拱顶。它们的
建筑者，显然十分了解这些圆拱顶所根据的原理。尽管这种圆拱顶在所谓的
古代就已著名，但它并不是一下子就被普遍采用。
绝妙的是，古典时代希腊的建筑师们任何时候也未采用过。罗马人把
它付诸应用，而且是极其艺术地加以运用。中世纪和现代的所有这类建筑，
都是从他们的圆屋顶、桥梁和带有圆拱顶的大厅上起源的。
从对全世界建筑术所作的概观中，我们可以看到，它起源于远古，
只有历史才能说明它的开始和最早的发展状况。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有根
据推测，在建筑术中，也像在技术的其他部门中一样，在过渡到复杂和困难
之前，人是从简单和容易开始的。有无数的迹象说明，采用石料的建筑术是
从采用最简单的木料的建筑术发展来的。例如，看一看不列颠博物馆入口大
厅中的吕底亚坟墓，就可以发现，虽然它们是用凿方的石块筑成的，但它们
的形式是用方木梁和椽木复制的，因此，石匠们用自己的原型证明：他替代
了在他之前的粗木匠。在埃及的早期石建筑中，甚至可以看到木料形式的痕
迹。在印度存在有石建筑，它们的圆柱和额枋显然不少是从木柱和静卧其上
的横方木模仿来的。
或许，人们第一次产生安装石柱及用它来支撑躺在它上面的大石块这
种念头，正是由于在此之前他们都采用的木柱和木梁而想起来的。但是，如
果像通常那样断言，希腊寺庙的柱廊仿自较古的木结构建筑，那么作为实践
者的建筑师们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女神庙就完全不像木工建
筑。实际上，如众所周知，希腊人并没有发明过圆柱建筑术。这种建筑术是
他们从埃及和其他国家学来的，只不过他们靠自己的天资把它加以发展罢
了。
我们由住房转到研究装饰。首先应当指出，某些原始部落，特别是
在南美热带森林中的，根据旅行家们的证言，这些部落完全过着裸体的生活。
然而即使在人类最粗野的代表中，甚至在服装具有微不足道的实际意义的最
热的地方，或许是由于礼貌的观念，或是为了装饰，人们通常总是在身上穿
戴点什么。在那些很少或完全没有服装的地方，也有用彩色绘身的习惯。安
达曼群岛的居民们，把猪油和粘土混合起来涂在身上，他们这样做是有其实

际理由的，因为这层涂料可以保护皮肤，防热防蚊。但是，某些安达曼的好
打扮的人，把自己的半边脸涂上红色，另外半边涂上橄榄绿色，两者会合处
划出一条华丽的区分线，这条线一直延伸到胸部和腹部，这显然就是为装饰
了。在欧洲发现居在洞穴里的人们中间，有一种被凿过的石头，那是用来研
碎供这些人彩绘身体的赭石或其他染料的原始石臼。
有少数习俗可以很好地表明人类文化低级阶段的特征，如蒙昧人以
用鲜明的颜色在身上绘画圆圈和条纹图案为乐。我们可以根据图腾庆典上跳
舞的澳洲人形象，或跳削头皮舞达到疯狂程度的美洲人形象，很清楚地来认
识这些图案。原始的丧服形式，蒙昧人同样是用黑色（或白色）的颜料涂在
整个身上。在文化的高级阶段，衰老的美女们还可怜地试图用胭脂和白粉恢
复青春的颜色，而古代为了战斗的需要用颜料涂抹身体，却被认为是极为野
蛮的标志。因此，古代的不列颠人，虽然他们也曾是文化水平较高的部族，
只是因为他们保持着用菘蓝把自己涂成蓝色的陋习，而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作
是纯粹的蒙昧人。正像他撒所描写的那样，他们在战时用这种蓝色赋予自己
一种吓人的模样。这类外貌的改变，在红皮肤的印第安战士中具有恐吓的目
的；到了我们马戏团的丑角那里，这种改变就具有一种赋予他更加滑稽可笑
的面貌的目的。给丑角脸上用颜料一条条染色，或许是古代欧洲的野蛮人用
颜料装饰自己身体遗留下来的习俗。日本的演员与此相类似，用鲜红的带子
遮盖自己的睑，毫无疑问，他们保留着那种某个时期的日常装饰的习俗。
毫无疑问，文身的主要目的是美观。例如，新西兰人用装饰其船桨
和小划子的那些曲线型的图案来遮掩自己。对于妇女来说，没有在嘴上刺花
纹被认为可耻，并且会引起厌恶性的嘲笑：她有两片红唇。”也像在身上涂
色一样，文身在世界上原始部落中同样被广泛地采用。在这里流行的花纹有
时局限于脸上或手上的不多的蓝色条纹，有时就发展成各色图案，台湾土著
人的皮肤就被这些图案像有花纹的布一样覆盖着。在这种艺术已臻完美的地
方，例如，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用针刺扎皮肤并且借助一些涂有染料的小针
注入由煤制成的颜料。但是，最为流行的是澳洲和非洲所采用的那种比较粗
野的方法。
在这些地方，把皮肤切开，擦进木灰，后来伤口愈合，便落下了切痕
或疤。
皮肤上的图记常常并不是为了装饰，而是另有目的，例如，在非洲，
男人大腿上的长长的切痕，可能意味着显耀这个人战斗中的勇敢精神。在另
一些场合，这些切痕则标志着某一黑人所从属的部落或部族。在有些场合，
例如，以两颊上的一对长瘢痕作为上面这种标志；在另一些场合，则从前额
到鼻端人为地制造一些不大的疙瘩，来作上述的标志，等等。在较高的文化
阶段上，文身的习惯仍然继续保留着、例如，阿拉伯的妇女们在自己的脸上、
胳膊上或小腿上刺出轻微的伤痕；而我们的水手们为了取乐，借助火药在胳
膊上制出锚或各种帆船的形象。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最初的目的已经丧
失了，因为图形隐藏在衣袖的里面。随着衣服的采用，身体越来越遮蔽起来，
装饰皮肤的原始习俗就自然地消亡了，因为谁也看不见的装饰没有任何意
义。
剪掉头发或保留头发是极常见的服丧的标志。有些部落，像安达曼
群岛的居民们，他们经常光着头；另一些，像巴西的印第安人科罗亚多人
（Ｃｏｒｏａｄｏ），保留着天主教增削发式的长发，即围绕剃光脑门的环式发，或

把头的周围剃光，只剩下头顶上一小绺头发或一根发辫，就像北美的印第安
人或满洲人那样，中国汉人也向满洲人学习这种习惯。
从列珀斯岛土著人的肖像上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发式：借助树皮条把
头发弯成上百绺又细又长的鬈发。
各个不同部落的人把门牙锉成顶端尖形或各种棱角形，因而在非洲
和其他地方常常可以根据牙齿的形状来区分部落。在文明人中间，长长的指
甲甚至也是具有者不从事任何手工劳动的标志。在中国和与它邻近的地方，
人们让指甲长到惊人的长度，把它作为出身高贵的标志，因而女士们戴着特
制的银套来保护她们的指甲，或者至少是为保存这身外之物———她们的长
指甲。在另一些情况下，蓄长指甲是标志本人献身于宗教而不从事任何世俗
的工作。从画着中国出家人的手的图像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由于每个民族对美的概念，通常都跟其种族本身的类型相一致，所
以每个民族都喜欢夸大其特征。看一看霍屯督族成年女人的脸，就可以明白，
那里的母亲们为什么把婴儿本来已经扁平的鼻子还要压得更扁些。其实在古
时，人们就勇敢地赋予小波斯王子的鼻子以鹰勾形的轮廓。在世界各地都有
这样一种习俗：把婴儿的头用绷带和轮箍挤紧，使小而未定型的头颅按照一
定的型式生长。但是在头颅应当具有什么样形式这个问题上，观点是极为不
同的。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的一些扁头的部落，向下压挤前额，使他们的脸变
为底端宽阔向上成梨形。相邻的一些部落则从左右两侧压挤头颅的上部分，
这样一来他们的脸就变为底端狭窄向上成梨形。古代的医生希波克拉底曾谈
到过居住在黑海附近的人的那种人工使之变成畸形的“长头”或巨头的颅骨。
这类野蛮人的遗留在文明世界中仍然存在。就在不久之前，一个法
国医生就看到一则报道所述的事实：诺曼底的乳母们仍然借助绷带或一种特
殊的紧帽使婴儿的小头成为糖块头，其实，在布列塔尼半岛上，为了让头成
为圆形，乳母们宁愿挤紧头颅。毫无疑问，她们至今仍在这样做。
渴望借助装饰来增加身体的美，从文化的低级阶段开始就是人之常
情。在南美洲，赤身裸体的人们在手脚上用镯子来装饰自己。有一个部落佩
戴金铜鹦哥的羽毛和用线穿着贝壳的装饰物作为唯一的财产；金铜鹦哥羽毛
是插在两边嘴角做出的孔里，而穿着贝壳的线是悬在鼻孔、耳朵和下嘴唇的
下面。这后一种情况，是把装饰物固定在身上的很好例子；为了使装饰物牢
固，便在身上穿孔或切口。各不同部落都带着口笼或唇饰。其中有些部落逐
渐扩大下唇的孔，直到能装下一个直径二、三英寸的水圈为止。博托库多部
落妇女的形象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部落正是由于这口笼而获得了它的名字。
巴西人把口笼比作桶套（按照葡萄牙人的说法是 ｂｏｔｏｑｕｅ 即塞于）。正如下
图所显示的那样，耳饰一般就是类似这样地占据在耳垂里，同时，它们把耳
垂拉长到这种地步：取出木圈以后，剩下的环孔几乎可垂到肩头。因此，那
是可能的，在古代地理学家所特别喜爱的关于巨耳垂肩的部落的故事中，包
含着相当的真实成分，虽然故事的讲述者们断言这些部落的人们躺在一只耳
朵上以代替床，用另一只耳朵当作被子盖在身上的话，是过分地夸大了。
较高文化水平的人们出现了对装饰物逐渐取消的倾向，这一点引起
我们对蒙昧人的装饰物这个问题的极大兴趣。在伊朗还能够遇见戴着穿过某
个鼻孔的鼻环的妇女。然而这却引起欧洲人的反感，虽然他们容许穿耳朵戴
耳环。
至于那些单纯佩戴的饰物，则大部分是羽毛、花或发髻上的垂饰，

或项颈上、臂上、脚上的串珠或串环。在哪个古远的时代，人开始从佩戴这
类饰物上获得乐趣，可以根据那些为穿线而钻孔的贝壳来判断，这些贝壳是
在克罗－马格能山洞中发现的，毫无疑问，它们是冰川时期姑娘们的项圈和
手镯。在现代世界上，项圈和手镯的佩用依然完全保留着，脚镯虽像舞蹈家
小腿上的足环一样，但不用说，它们必定要从穿着鞋袜的文明人的束装中消
失。通过佩戴已故亲属的手指、足趾制成的骨串珠，来表现对死者的怀念，
如像安达曼人妇女们所做的那样，这不合乎我们的习俗；但是，我们的女士
们却保留着野蛮人佩戴用珊瑚、种籽、虎骨和经过特别琢磨的宝石制成的项
链的习惯。
佩戴漂亮的宝石作为装饰物的习惯延续下来了，有的采取了佩戴宝
贵的珍珠或红宝石的形式，有的采取了佩戴作为假宝石的玻璃串珠的形式。
在金属物变得知名的地方，立刻又开始用它来作装饰品。这在下面那些情况
下达到了发展的顶点，例如，正如旅行家们所滑稽地描写的那样，某一位达
雅克部落的姑娘用一根粗钢丝当作指环缠在手上，或者某一位非洲美女在肢
体上带着大铜环。铜环常常被太阳光晒得如此发热，以致仆人必须给她带着
水桶，以便需要时来浇它们。为了目睹最精细的贵重黄金器物，研究者应当
注意像不列颠博物馆中埃及、希腊和埃特鲁里亚人的物品那样的古人器物，
以及中世纪欧洲的物品。这种艺术已经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时代，而被简单的
机制品所取代了；这种机制品的最佳产品，也不过是古代样式的仿造品。但
是，把宝石琢磨成像钻石那样的面，是最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艺术。
关于宝石戒指，应该说，如果它们的佩用是起源于埃及和巴比伦戴
带戳记的宝石戒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用途只保留在至今仍带有雕
刻戳记的不多的几份中。其他的那些，其中有的是镶嵌钻石或珍珠，变成了
纯粹的装饰品。
现在我们转到研究真正的衣服。对于需要穿衣的人来说，获得服装
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从树干上或野兽身上撕下皮来穿在自己身上。在许多
地方，对于原始部落来说，树皮都是衣服。例如，从巴西森林中的土著们很
早使用所谓“衬衣树”进行有趣的制作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人砍下四五
英尺长的树干或粗枝，从它上面剥下完整如筒的皮。然后把它浸泡并揉到柔
软的程度，在它上面穿两个可供两臂伸出的洞；这之后，就可以像穿现成衬
衣一样地穿着了。用较短的树皮筒可以制作妇女的裙子。树皮衣服从前是作
为原始简易的标志而保存下来的。例如，在印度，摩奴教条中写着：当白发
的婆罗门教徒退入森林过完自己的宗教冥想日，那么他就应当穿兽皮或树皮
服装。较原始的部族，加里曼丹岛的卡扬人（ＫａｙａｎＳ），在日常生活中非常
喜爱外国商人的漂亮纺织品，但是在服丧期间，他们就脱掉那些纺织品而恢
复穿粗陋的原始树皮衣服。
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用一种树的皮制成的树皮纤维布达到相当完美
的程度。妇女们用一种特制的带凹槽的水棒来捣碎树皮，获得某种特有的植
物性毡块。她们在这树皮纤维布上染上条色花纹来点缀它。这些人非常喜欢
欧洲人的白纸，并且开始穿上它，以为它是最上等的树皮纤维布，直到他们
发现这种衣服一遇雨就会变烂为止。
在各蒙昧部落中，树叶同样用作胸围裙或裙子。在印度，不只有“穿
树叶者”，甚至在每年马德拉斯的盛大祝典上，属于最下层等级的全部居民，
都脱掉了平时的衣服而穿上用树枝和树叶制成的胸围裙。

古代蒙昧人所穿的兽皮制的服装，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烂得无影无
踪了。但是，根据在地上发现的大量制革用的尖石工具，我们可以断定，它
们的采用是十分普遍的。直到最近，巴塔哥尼亚人利用他们转移到能找到合
适的燧石或黑曜石的地方时，就大量积聚这种石片，以使用它们来制作原始
制革的刮具。为使毛皮衣服或鹿皮衬衣干后不会变硬，蒙昧人借助不同的工
序对兽皮进行了技术加工，如用油脂或骨髓来擦，用手来揉。
他们为使它更加坚固还用烟熏。北美的印第安人善于用鹿皮制造出跟
我们称作麂皮的相似皮子。但是，原始部落自己未必学会现代借助树皮或鞣
皮用的坚果来制革的过程。在这种加工制造的过程中，鞣革用的酸能在皮物
中形成不溶解的复杂的化合，这种化合成世纪地不会发生变化。在我们的博
物馆中，至今仍可看到完整保留下来的埃及人刻在鞣革上的雕刻和浮雕。在
那些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里，直到现在仍旧继续携带毛皮外衣，然而在欧洲，
水牛皮背心和猎人的鹿皮裤已经在消失之中。但是到现在为止应当承认，没
有任何皮子比制皮鞋用的皮子更好的了。当穿起毛皮衣服的时候，怀着最惬
意的舒适，我们就做出了跟原始社会蒙昧习俗惊人相似的示范。
柳条或草茎的编织以及细草席或草席的制作——如此简单的手工
业，它们也是蒙昧人所十分熟悉的。在炎热的地方，细草席是最舒适的衣服
材料。例如，太平洋各岛的居民们，用编织的草做外衣，而这种古老的技术，
直到现在仍然供给文明世界以男女用的草帽或木条帽。其次，假如我们把任
何一块布撕成小条，我们就会看到，它实际上是线的编织物。因此，为了了
解纺织的过程，我们就应当从制造细绳或线开始。
整个人类都会搓绳，但是有些部落所采用的方法，较之我们通常采
用的方法是远为粗笨的。他们拿起植物纤维，或兽毛，或头发，用两个手掌
捻或用一只手顺着大腿来搓它们。这种古老的方法，直到现在仍在我们的鞋
匠中保留着。读者假如试着模仿他们一下，把两络麻捻起来以后，借助转动
把它们搓成一条绳儿，那是不会白费时间的。在任何情况下读者都将发现，
在他达到像澳大利亚人或新西兰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技术之前，他还需要经
过相当时间的练习。那些澳大利亚人剪下他们妇女的头发来做钓鱼丝，而那
些新西兰人则用当地的亚麻，一英寸一英寸地制成精致而坚固的细绳。比较
文明的部族为了纺线就求助于机械设备，求助于纱锭。问题是他们如何发明
了它。
插图证明，这是能够做到的。图 ６１．ａ 所描绘的带模棍的短木棒就
是简单的线轴或线棒，澳大利亚人就在它上面缠刚才提到的用头发捻成的绳
儿。假如现在这些蒙昧人中的某个人想到，把线穿进棒端的裂缝中将它系牢，
那么他就能够看出，使悬着的线轴做旋转运动，他就能够迫使它捻新线．比
起他自己把它放在两手中转动要快得多。澳洲人不能达到这种思想高度。如
果看看描绘着正在纺织的埃及女人的图 ４９．ｂ，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与她所
使用的相类似的纱锭，可能是由于采用简单线轴达到新目标的结果而发明出
来的。这类纱锭，在古代整个文明社会中是众所周知的，从古代住宅附近发
掘出来的最常用的器物中，有石或陶土制成的线锤儿，它们跟大钮扣相似。
穿过这个线锤中间的木棍，也是非常简单的器具。即使是现在，在意大利或
瑞士农村妇女的手中仍然可以看到纱锭。当观察工场中的纺纱机床的作业
时，事实令人既确信机械的稳定性，又确信机械的发展。这种纺织机床乃是
以最新的方式改进了的古代工具，它靠蒸气的力量使一行上百纱锭迅速转

动，而只需要一个工人操作。
其次的问题是：人们获得了线或棉纱之后，如何学会用它织布？正
如我们刚才说过的，织品乃是用线做的一种席子。但是因为线不能像硬芦苇
茎那样自己会伸直，于是就不得不把它们拉紧固定在一个框架上，从那里获
得一个基础，然后借助手指或木棍儿把线穿进拉出，用横的纬线来缠绕它们，
像图 ６２ 中墨西哥少女所做的那样。在本地地毯织工那里，这种费力的方法
至今仍是编织花样的最适宜的方法。但是，节约时间的设备在很早时期就已
经发明了。古代的埃及绘画已经证明，互相交替的基础线借助两根横木稍微
升起，以便一推梭子把它所带的纬线从织出的那截布旁横着通过。
古希腊、罗马的纺织机和埃及的纺织机极为相似，而且在中世纪，
这种工具很少改进。在那些遥远的地方，例如赫布里底群岛，观光者到现在
还可以看到古代的纺织机，这种纺织机除去那允许织工坐着而不是站着工作
的横座位以外，未必跟那种由它想象出来的珀涅罗珀的机床有什么区别。当
时珀涅罗珀织她那著名的榇盖，可是她每夜又都把它拆掉。只是在百年左右
之前，才重新开始了改进，当时发明了代替用手推动的“自动梭”，这是借
助一对杠杆或机械手来抛梭子。在不远的年代里，这种改进过的纺织机又发
展为机械化的纺织机，现在在这种机械里，蒸气机代替纺织工的手脚来做这
种沉重的工作。甲卡尔纺织机带有把线理成一定序列的可被穿孔的金属齿刷
梳；这种机械的灵巧结构，甚至可以织出风景画和肖像画。
原始的成衣匠或“裁缝匠”，不只应去裁剪毛皮或树皮，赋予它们以
一种特定的形式，而且也利用筋脉或纤维把碎块连结在一起。这种缝纫的技
术还是出现在蒙昧人之间。
这种技术的最简陋的形式，可以在火地的居民中看到，这些居民们用
带尖端的骨骼穿透骆马的皮，把纤维穿进孔中，在每个孔口处打一个结。在
只用类似骨锥或坚固的针来工作的部落中间，缝纫不能超过皮鞋匠的方法；
皮鞋匠是先穿一系列的孔，然后把线穿进去。但是在法国上旧石器时代的山
洞中，也曾经发现过带眼的骨针，因此古象时期的女裁缝，可能已经会缝制
用来做衣服的柔软兽皮并进行刺绣。
在金属时期，采用了在所有博物馆中都可看到的青铜针；而在现代，
钢制缝纫细针却成了由于劳动分工而大获物美价廉之利的范例。在分工中，
一批工人只做磨尖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进行钻针孔的工作，等等。缝纫针
原则上仍然是古代的针，在几千年中都保留着自己地位的手工缝纫，突然被
迫跟新的缝纫机缝纫进行竞赛，而缝纫机进行缝纫是甚为迅速的，并且已经
是通过另一种手段——机械来进行工作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服装的样式。如果除现在我们所穿的以外，我们
不知道任何其他衣服，那么，较之它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能认为它们在
非常大的程度上是纯粹想象的产物。但在细心研究各不同部族服装的过程
中，我们将发现它们的大部分是某些主要形式的变种，而这些形式中的每一
种，罩盖在我们的身上都有专门的作用。
毫无疑问，披肩或裹在身上或披在身上的斗篷，是最简陋的、最早
的衣服。当仔细瞧瞧穿着它们是什么样时，我们就能够猜想，它们通过怎样
的途径才能达到现在所穿着的适合穿者体形的服装。我们从最简陋的披肩或
斗篷开始。中间带孔洞的毛皮和罩盖物，就是像南美斗篷一样的现成衣服。
把斗篷或罩盖物披在双肩上，它们就变成一件礼服，这件礼服需要在前面或

在一个肩膀上固定住，以便留出一只自由的手。这种扣合可以借助于刺或骨
针——原始饰针来完成。从前，这个取自法文的词的意思是转子。现在，
“饰
针”一词用来标志带有安全钩的金属别针，“持针”或“钮钩”。一个以这种
方式穿罩盖物或被单的人，只要举起双手，就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自然地采
取缝合罩盖物在两臂下面部分的方法来制作袖子。其次，把罩盖物披在头上，
并在下胯下面握住，就可以看出，头上的部分怎样能变成那种不需要时就把
它抛在后面的头巾。当人们认为单独做头巾合适时，就产生了各种头饰，头
饰的袋状形式常常说明它们的真正来源，例如，属于“圆锥形纸帽”的头饰。
外衣的许多变种为了方便起见裁成了特别的样式。例如，罗马男人
围在身上的宽上衣具有半圆的形式。但是，从纺织术发明之时起，人所共知
的法衣就具有从纺织机上取下来的那种原样形式。例如，苏格兰人的大呢绒
巾服和古代东方的披肩就是由此而来，迄今为止，波斯的肩巾仍然为我们所
熟知。这类纺织品衣服通常保留着它来源于穗子形式的特征，而原始形式的
穗子是由剩下的经线头组成的。当这些线结成束的时候，就形成了缨络。
原套服是衣服的另一大类，它的简单形式可以在古希腊妇女的长衣
中看到。可以将它和那种亚麻袋相比：袋的两头是张开的，而在每个肩上利
用钮扣扣住，因而为两只手留下了口。两肩缝合起来并通常配上袖子的原套
服，是最普通的文明衣服，它穿起来像衬衣那样自由地垂着，或者借助皮带
或腰带在腰部系紧。它的各种样式，可以在罗马军团士兵的原套服中，在意
大利加里波第义勇队员们的“红衬衣”中，在中世纪俄国贵族的普通服装中，
在英国农民的夏服上衣中，在法国工人的工作服中看到，最后，它导致了我
们现代的大礼服和欲肩，它们就是前面开口而用钮扣扣住的原套服。把合体
的亚麻布原套服——“短衣”或衬衣归到服装中来，是我们的祖先在外表整
洁方面，因而亦即在文化方面所迈出的伟大步伐之一。裹在身上并用腰带扎
住的布片，就是裙子。东方妇女们为了行走方便，把裙子在两腿之间固定起
来的那种方法表明，裤子是如何发明的。
许多古代部族就是穿这种裤子。例如，穿这种裤子的，有萨尔马特人，
他们的衣服和我们现代的衣服相似；在图拉真的队伍中可以看到；还有高卢
人和不列颠人。由此可见，把现代苏格兰的衣裳称作“古代高卢人的服装”
是错误的。古典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看到这种古代裤子如同看到某种为社会
的野蛮状态所固有的事物一样。但是，文明世界不采取他们的看法。
这些评论可能引起读者仔细审阅关于服装的书籍的兴趣。那些服装
书籍确实有有趣的插图，这些插图说明了下述事实：衣物决不是凭借单纯的
幻想发明的，而是在已经存在的事物之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出现的。例如，为
了阐明我们现代那种可笑的高筒帽子，我们就应当按迹探求它如何由清教徒
的圆锥形帽和由斯图尔特（Ｓｔｕａｒｔ）的信徒们那种带着下垂宽边的帽子，经
过一系列演变而产生的。后面谈的这两种帽子也是从更早的形式演变来的。
帽子底部饰带的意义，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发现。某个时候，这个饰带曾是
用来绑一块简单圆形毡予的真正小绳儿；而那块毡子也就是原始的帽子。为
了了解我们的圆筒帽为何覆盖着手柔软的绒毛，那就应当想到这是模仿较早
的能很好耐雨的海狸毛皮帽。甚至在现代外衣上那些完全无用的缝线和纽
扣，原来是过去的类似的碎片。
我们可以用描写小舟和巨船来结束这一章。一个抓住漂浮的大树枝
的人，发现它能使他保持在水面上而不下沉，这个人就为航海打下了基础。

自然，历史没有包括关于这类技术开端的任何见证，但是，至今仍可在蒙昧
人中间见到简单地利用能漂浮的东西来做最简陋形式的木筏和小舟。甚至文
明人的旅行者，走近某条河边或某个湖边的时候，也非常高兴利用木头或一
捆芦苇摆渡过去，用这种方式使自己的枪枝和衣服保持干燥。
将这些粗陋的、偶尔采用的工具跟为了经久使用而精工制造的设备比
较一下，就可以形成关于造船技术发展所经历的那些阶段的应有概念。
任何能漂浮的东西都可简单地加以利用。例如，小孩子从太平洋上
的某一个岛上，凭两手拿着带壳的椰子跳到水中去玩。霍屯督人在渡河时，
把自己的山羊放在任何由河流送来的柳木的末尾过河，他把这种柳木称作自
己的“木马”。大家都知道，澳大利亚人是骑在尖头圆木上，用划桨划到我
们船上来的，然而加利福尼亚的土著渔夫，则是坐在像水手床那样捆扎起来
的芦苇上。不论上述后面两种设备如何简陋，它们在任何场合都证明，这些
人已经发现了尖头的器物在水中运动方面较之钝头的圆木更有优越性。
为了适应原始航行而对器物进行多方面改善，这首先表现在，为了
大大地便于航行开始在这些器物上做深槽。这样一来它们就变成了小舟。制
作小舟的方法之一，是把圆木凿出洼槽。大概任何一个有机会到美洲内陆去
的人，都要不只一次地用这类小划于或独木舟，来渡过任何一个池塘或一条
河流。当时，在试验之后，为了不让圆木舟在水中翻滚需要多么小心；可知，
为了让船具有巨大的稳定性而制造龙骨，是小舟制造中多么伟大的改进。
对于蒙昧人来说，用他们的石斧给圆木凿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尤
其当木质相当坚硬的时候。因此，他们就求助于火，按照要求的方向来燃烧
树干，并图把树干上烧过火的部分凿掉。哥伦布曾经对西印度土著人所造的
这类船只之大而感到吃惊。他在自己的信件中回忆到许许多多用坚实的木材
制作的小划子。其中有些是如此之大，甚至能容纳七十至八十个划桨者。西
班牙人仿效海地人称呼这些划于为“加诺亚”（Ｃａｎｏａ，由此又产生了英国的
“划子”。但是这种划子，或者，采用划子的希腊术语“独木舟”，在其他的
野蛮国家是非常闻名的。它在史前时代曾在欧洲广泛使用，这一点可以从收
藏在博物馆中和由于从中找到它们的泥炭和沙而保留下来的样品上看到。
可以从澳大利亚人那里看到另外一种极为简单的造船方法。人们从
具有坚韧纤维质皮的树上把皮整块地剥下来，把它的两头捆扎上，桨手就坐
在这个用现成树皮做成的划子里。但是，如果他需要多次使用这个划子，那
就把它的两头缝合在一起，并给它加上横木或横梁，以便不使划子变形。于
是在亚非两洲人所共知的树皮划子就出现了。它在北美洲达到了高度完善的
地步。在北美，它的骨架是雪松制成的，本身是一层层的白桦树皮由纤维质
的雪松树根缝制而成。这类划于到现在为止在某些地区仍然十分盛行，例如，
在哈得孙湾附近，河里的石滩常常需要人在陆上拖曳载货的船，或者不得不
通过一段旱路才能从一条河转到另一条河。在这里，树皮划子能很好地适应
于中断了的航行。
毛皮划于是用兽皮代替树皮按照同样原则制作的。关于北美印第安
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在渡河时，用一些树枝把毛皮撑开拉长，于是这毛皮就
由帐篷变成了船。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一种皮革缝成的圆形树枝船，古代不
列颠人能携带的渔船未必比这种船高级。
在塞文河和香农河上，渔夫们至今仍背着自己的船到河上去。这些船
现在是用沥青帆布张在框架上制成的，然而这个框架完全是古代的型式。爱

斯基摩人的兽皮小船是用骨架或木架装备起来的。把海豹皮张在架子上，它
就变成了耐水的救生桶。穿着毛皮的划桨者甚至能够把兽皮船的各边弄弯，
重新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上。我们现代的所谓划子，就是对木制的兽皮小船的
简单模仿。
其次，野蛮人造船业者在改善挖出洼槽的圆木，把细木板安在或钉
在它的上面，作为中甲板，或者用细木板代替从前的兽皮或树皮，把它们钉
在框上或架子上造成小船，他们把自己的小船向我们通常的船靠近了一大
步。类似的缝合制成的船，从前是——也常常保留了下来——从非洲直到马
来群岛最常用的土著船。利用椰子壳纤维绳缝合制成的，而且缝合得如此精
密，几乎全看不出来的那种太平洋小划子，是奇妙的木匠制作的。
在阿曼湾，人们常常带着工具渡到生长椰子的岛上。砍倒若干棕桐，
把树锯成板子，用棕桐树皮拨成的绳子把它们缝合起来，又用棕桐叶做成帆，
把刚造好的船装上椰子，尔后开船驶回家去。
在转到文明部族的船只之前，我们还要再看一下比较粗陋的木筏。
两三根固结在一起的原水就形成了木筏，虽然它有行动笨重的缺点，但它也
有长处，即不会倾覆，并且能够浮载重货。西班牙人在发现秘鲁的时候，在
开阔的海洋上遇到扬帆而行的土著木筏之后，感到非常惊讶。幼发拉底河和
底格里斯河上运货的木筏，借助用气吹臌的羊皮在水面上漂浮。到航行完毕，
人们就把筏子拆开，卖掉木材，只带剩下的一些羊皮回来；这些羊皮还可以
供下次应用。航行在尼罗河上的、借助那些预备卖到市场上去的陶罐在水上
漂浮的筏子，其特点就是更加彻底经济。因为，回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了。
就像浮在莱茵河上的那些用建筑木材造成的筏子，它只适于顺流而
下浮运木材。但是当木筏不得不靠桨或帆逆流而上的时候，它的阻力就显得
非常大了。斐济人同其他岛上的居民一样，想到了这样的木筏：它是用两根
由横竿联结在一起的原木构成的，并且保持着一个高起的台子，它行走起来
应有很大的灵活性。当研究这种简陋的营造物时，就有充分根据可以断定，
它导致带平衡杆的小舟的发明。这种小舟在古代的欧洲是非常著名的；而现
在，在太平洋上一直到锡兰（Ｃｅｙｌｏｎ）都还盛行。现在，两根原木之一已为
小舟本身所代替，另一根留作平衡木，固定在两根突出的横杆头上，以便使
全船在有风的天气时较为平稳。可以把两根原木都变为小舟，同时仍旧保留
高台，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波利尼西亚的双体小划子。不久前利用这种小划
子的原理建造了双体轮船，使得多佛尔和加来之间的轮渡变得较为舒适了。
现在我们转到研究小舟得以在水上运动的方法。从澳大利亚人的例
子，或者从尼罗河上游河上渔夫的例子，可以明显地看出桨的起源。澳大利
亚人骑在尖头的原木上．用手当桨来划船。尼罗河上的渔夫们骑在一捆树条
上，用自己的脚划水前进。原始的木桨（短桨），按其形状和运用来说，是
对手掌或脚掌的模仿。这种桨对蒙昧人是非常著名的，他们大部分采用一个
带扁平头或铲形头的桨。最完善的形式是两头的或双铲的奖，这种桨是我们
的爱好者从爱斯基摩人那里传来划小划子的。这种桨，或用它深划，或轻轻
点水，都运用自如。它对于狭窄的皮划子或独木舟是完全适用的，但对于大
船却是极端粗陋的器械，假如将它跟文明的桨比较一下的话。这种文明桨是
一种支在一个支持点上的杠杆，因此，它就能够利用划桨者的大量的力，使
人能够较为均匀地划船。野蛮人和文明人关于机械原理的知识不同，把能容
纳掘水似的二十个划桨者的大太平洋划于，跟我们那种八桨船相比较，这种

知识的差别就十分明显了。
或许，关于帆的最简单的概念可以在卡特林的随笔中找到。他说，
北美的印第安人，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划子上，张开的双臂，手上拿着自己
的罩布，罩布的底端绑在他们的脚上，用这种方式顺风移动。现代到处采用
的最粗陋的帆，是席子或布块，它们借助两根作为支柱的棍子保持住上边的
角，在下面固定住，或者用带横木的垂直杆支撑，它们模仿着原始的桅杆和
帆桁。
在原始部落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小船上没有帆，因此很难设想他
们的祖先具有利用帆来航行的知识。毫无疑问，如果他们的祖先十分熟悉这
些技术的话，这些技术知识就会一直保留到现夜，因为利用如此之小的努力
来保存如此大量的劳动的方法，人类是不可能轻易忘掉的。较为可能的是，
帆船的发明是在文化已经相当发展的时期，然而这想必是发生在十分遥远的
古代。
直到这一个历史关头，对我们研究比较简单形式的小船如何发生的
问题都毫无帮助。
不仅它们产生于有历史证据之前，而且它们的许多发展阶段都正在消
失。当着手研究真实历史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古代的部族在这个时代之前，
就已经会制造较复杂的船只了。
这种船只有龙骨和肋材，用钉子钉上薄板：总之，是我们舰船的直接
前驱。把造船技术传到世界各地的那个最初的中心，或许是埃及或是旧世界
古代文化这一领域的某一别的地方。仔细瞧瞧在一面西班（Ｔｈｅｂａｎ）墓壁上
所描绘的古代埃及船是有益的。可以看到，这种船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但
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我们认为是完全现代化船只用具的一些部分。它是划行
大帆船和帆船的综合。桨手们坐在横板凳上，划着穿过轴环的桨，而在船尾
上则摇动着一个大舵桨，这舵桨就是我们现在舵轮的鼻祖。船桅也是很显著
的，它由支柱支撑着，上面有船桁和绳索，绳索是用来提起船桁和固定船帆
的。船首和船尾的甲板部分已经有建基在船板上的高台。在埃及战船图上可
以看到，这些高台是为了射箭用的，而战斗的士兵也可以躲在后面掩护。甚
至在樯桅顶上有“鸦巢”，这是供投石手向敌人投掷石头的地方。只要把埃
及船同地中海的腓尼基、希腊或罗马的古代兵船和战舰比较一下，就不能想
象这些兵船和战舰是独创性的发明。在所有这些船只之间，相似性非常之大。
甚至走到个别的国家去，我们会发现至今仍在恒河上航行的船只和古代尼罗
河的船只之间的惊人相似之处。在通过湖泊把死人运往安葬地的埃及送葬船
上，描绘着的俄西里斯的眼睛，它可能是把绘眼睛作为船头装饰的滥觞。从
西方瓦莱塔码头的船只到东方广州的中国帆船，都在船头绘上眼睛作为装
饰。
研究古代海船向新船发展的进程时，我们发现，不时出现新的装备，
如为了保护船板不受蠹虫蛀的金属镶边，代替从前大石块的带爪铁锚，为了
提锚出水的绞盘等等。有许多樯桅和顶桅用来张起大量的帆。桨手被安置成
若干层，驶着古典的二层和三层划桨战船行进。大帆战船几乎到现在还继续
存在于威尼斯舰队之中。虽然它的航行素质劣弱，但是由于它能猛击无风时
束手无策的帆船，所以仍然被保留使用。大帆船上划巨桨的劳役苦刑犯，是
俘虏或罪犯们。虽然法国的大帆船已经很少用作服苦役，而“划大帆船者”
这个术语一般仍继续意味着劳役犯。欧洲帆船在中世纪的巨大改进，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有赖于一种从远东传来的发明，即有赖于航海罗盘的使用。甚至
在辽阔的海洋上远航的情况下，海船现在也能指引其航向。构造和装备改善
了，而有许多甲板装备了若干排大炮的军舰，变成了真正的浮动的堡垒。最
后，到十九世纪，用从内部起作用的蒸气力使海船行动；带铲的轮子或螺旋
桨实际上取代了古时一排排的桨手；在现代，求助变化无常的风力，只是作
为暂时保存燃料的一种手段。没有必要描写战舰结构上由于采用了现代化的
装甲外壳和装备了大炮而发生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也并不妨碍我们清楚
地按迹探求现代化的战舰，是如何从原始的小划子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而形成
的。

第十一章 技术（续）

火——烹调法——面包及其他——饮料——燃料——照明——器皿—
—陶器——玻璃器具——金属——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交易——货币
——贸易 我们应当研究一下火及其应用。人了解火的意义，并且对它采用
了那些远远超出低等动物智能之外的方法。有个古老的故事说，在热带非洲，
当旅行者们早晨离开的时候，他们便不再烧篝火，一些称作庞高（Ｐｏｎｇｏｓ，
大概是大猩猩）的巨大的类人猿就来了，趁着余火未熄，就坐在燃烧的木柴
周围。它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去添加新劈柴来维持火不熄灭。这个故事常常适
合于把人的聪明跟甚至最高等的猴子的愚蠢相对照。毫无疑问，在人类出现
在世上之前，世上就曾有过森林之火。当闪电或熔岩之流把树木燃着的时候，
在所有的生物之中，只有人知道如何控制火，如何借燃烧着的木头把火从一
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火熄灭的时候如何重新获得它。显然不可能找
到一个没有火也行的最低级的部落。属冰河时代残余的石灰岩山洞中，曾经
被挖掘者发现过木炭块和燃烧过的骨头。这就证明，甚至在这遥远的时代，
居于洞穴中的野人为了准备食物和取暖而升起了火。
至于取火的技术，蒙昧人多半是用两块木头互相摩擦。旅行家们当
时还能看到这种简单的方法。取火手钻是由末端削成圆形的箭杆般的木棒制
成的。像制造巧克力糖的搅拌棒那样，在两手之间转动（两手降到最低处时
再向上移动），是那么又快而用力地压挤着它，使下面的木块上钻出一个深
深的孔。钻子要一直转到钻起的炭粉发火燃烧为止。
图 ６６ 描绘的就是用这类方法钻木取火的布须曼人，与此同时，他的同
伴准备好了引火用的火线。
波利尼西亚人的方法和布须曼人的方法的不同点，在于用一根尖木
棒顺着平放的木块上的沟槽摩擦。用这种或那种方法都可以在几分钟内取得
火，但是这需要有熟练的技巧和经过适当挑选的木头，对于我们中间的任何
一个人来说，这种试验都未必能够成功。
为了减轻劳动，另一些部族借助皮带，把皮带在木棒上缠几圈，然后
握住皮带两头前后拉扯，就像众所周知的借助那种类似我们的工匠使用的普
通琴弓形的回转钻那样的联结器械来转动木棒。无论在那种情况下，都必须
在钻的顶端安放一块木头，以便压迫（然而不是极端有力地）它下面的钻柱。

在开化的部族中，取火用的古老的钻在古时就已经让位给较好的设
备，特别是燧石和钢铁。虽然那种钻已经从日常的实际生活中消失了，但至
今它仍然保留在仪式范围之中。印度的祭司在为了祭祀而取神火的时候，至
今仍用钻来“搅黄油”，而这钻是借助毛绳进行运转的。可见，他们虔敬地
保留着曾在早先雅利安人日常生活中使用过的古老工具。在古代罗马人中也
有这类遗风：如果供奉灶神的尼姑没有照看好而让种火熄灭了，在这种情况
下，按教条就必须借助钻木板来取火。这种古老的方法甚至在现代的欧洲仍
然继续存在，在这里，信徒们有时认为必须取得“活火”。许多国家的农民
在牲畜死亡的时候就采用上述的取火方法燃起篝火；为了使马和牛免除瘟
疫，就驱赶它们从这篝火上越过。这种从基督教时代之前的宗教承继下来的
仪式，要的是按照蒙昧人通过摩擦方法而取得的“活火”，而不是家庭炉灶
中的普通的火。在大不列颠，最后的“活火”（关于它有许多证明）大概是
１８２６ 年在珀斯点燃的。在瑞典以及其他国家，就是现在，当出现霍乱或其
他传染病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类的火。十八世纪，在 Ｊｏｎｋｏｐｉｎｇ（延雪平，
正是现在以其价廉的引火棍儿即火柴闻名的这个地区）曾经颁布过禁止搞迷
信借助摩擦取火的法律。人世间这两个文化的极端有时是如此奇妙地会合在
一起。
取火用的钻是把机械力转变为热能的一种手段。借助这种手段想必
能达到木头的发火点。但是，实际上一切都归结于使得产生一小部分燃烧或
火星，而这一小部分燃烧或火星借助其他手段或许是更容易获得的。用一块
石头砸一块海边检到的黄铁矿，打出的火星落到火绒上——这种取火方法远
远胜过采用木钻的方法。这种取火方法为最晚期的另一些蒙昧人所熟知，其
中甚至包括为数不多的火地土著人；同样也为史前时期的欧洲人所熟知，这
一点可以根据在他们的山洞中发现的黄铁矿块看出。十分明显，古代文明世
界中的人们也知道这种取火方法，希腊把这种矿石取名为“火石”就是明证。
应当用铁块来代替它，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带钢的燧石打火铁，这是各部族中
从它们进入铁器时代起直到最近时期止最普通的引火设备。然而这种方法现
在也已很不适用了，那种带有引火装备——包括隧石、Ｕ 字形的钢块和供燃
着的亚麻布决做的非常稀少的火绒的古代厨房盒已经变成绝世珍品了。
没有必要在这里回忆古代希腊著名的取火镜和凹面镜，以及中国日
常用的木制火唧筒（与我们在《物理学入门》中所描绘的压力唧筒极为相似）。
这些物品与其说是奇异的，毋宁说在应用方面是重要的。１８４０ 年左右发明
磷火柴的情形就完全不同。火柴的效用以磷受到摩擦而发火为基础。普通的
火柴头由易燃的成分合成，其中含有硝酸钾或氯酸钾，再搀合一点易燃的磷。
安全火柴上这一点点磷，并不在火柴头里，而在用来划燃火柴的盒子上。
在文化的低级阶段，茅屋时常是如此之小，以至火不得不在院中升
燃。当住宅变得宽敞以后，火就在茅屋中央踏得坚实的地上升燃，同时，听
任烟通过门和缝隙自行排出。
准正好赶上在这种住房里脚向着火躺下过夜，谁就会懂得火在野蛮人
的舒适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就会知道建造者们设法在屋顶为烟开一个孔，
后来成为真正烟囱的时候，这种舒适扩大到了什么程度。从这一点开始，人
工使住房温暖的历史，不需作任何过长的叙述，就如此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
前。
现在，我们由暖房转过来谈烹调法。在烹调食物时加高温，可以软

化食物组织以减轻咀嚼，这对消化和吸收食物给予了重要帮助，因为这样就
可保存不得不耗费在消化生肉或生蔬菜上的能量。实际上，对人来说，完全
有以生蔬菜为食的可能性。在太平洋的某些珊瑚岛上，或许可以发现最接近
于生食的现象。在那里，生鱼和椰子果是土著居民饮食的最主要部分。原始
部落，特别是像澳大利亚人那样的荒漠地方的流浪人，吃的是他们找到的生
的昆虫，幼蜂，软体动物，小爬虫。旅行家们同样也有机会看到，巴西森林
中的居民模仿食蚁兽，把木棒插入蚁垤，使蚂蚁顺着它一直跑进嘴里。这类
接待会使那些欧洲人感到难为情，然而那些欧洲人却对牡蛎和干酪虫毫不厌
恶，因为他们吃这些东西已经习惯了。
但是，即使是这些部落也会煮饭，而且实际上全人类都会做，所以
众所周知的人的定义是“为自己制作食物的动物”，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世，
都没有任何被证明的例外。
文明的部族如此满怀信心地走上了这条促进自然的道路，因而他们烧
煮几乎所有可作为食物食用的东西。他们仅仅对坚果、浆果以及其他水果还
保留着原始的习惯。他们把这些果子生着食用，因为这样吃较合口味。人们
长期认为以生肉作食物是低级文化的标志。
例如，苏基迪德谈到希腊国内的尤里坦人时说：他们是愚昧无知的，
据说，还是生食者。
甚至加拿大的土著部落也对遥远北方的游牧部落的这种习惯感到惊
异，因而，他们就给这种游牧部落以“Ｅｓｋｉｍａｎｔｓｉｃ”即“食生肉者”的名称．就
是现在，这些人仍然带着这个名字的法文形式“Ｅｓｑｕｉｍａｕｘ”（爱斯基摩人）。
当然，在蒙昧人中可以看到烹调食物的最粗略的方法，他们在燃烧
的木柴上烘肉，或者把肉穿在原始的烤肉签上、穿在斜插在火上的尖头水律
上烤炙，或者把肉掩埋在灼热的火灰内，就像我们的孩子们在火灰中煨栗子
或马铃薯那样。火炉的发明就来源于这后一种方法。火炉的最简单的形式可
能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再砌上石头，用来烘烤。
用劈柴升起炉子，然后在它里面放上了肉或菜蔬，再用一层灰把它们
覆盖起来。巴西的部落立起四根柱子，在柱子中间上面加上树枝做成的木格
子，他们在格子上放上野禽和鱼，格子下面升燃起慢火。在这种类似“熏室”
上制作的肉，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西印度的掠夺者们有用这种方法采储存
肉的习惯。把肉烤干并剁碎以便继续保存的比米甘，是猎捕水牛的北美部落
发明的。在世界的许多国家中，人们都会把肉切成条或细片爆于酷热的阳光
下晒干它们。这种肉称作“风干肉”，适于保存。
我们刚刚谈到过用炽热的石头来烘烤。从那里就可能产生了重要的
烹调艺术。在世上许多地方，在不会制作陶器的部落中间，存在着用石头烹
煮的奇异方法，这是特有的一种“湿烤”。北美的阿西尼本人由于他们自己
的习惯而获得了意思是“石煮者”的名称。他们的习惯是在地上挖一个坑，
侧边铺上生兽皮块，然后在里面放上肉，加上水，同时放进炽热的石头，以
便让水滚沸。遥远西方部落确实妙想出借助烧红的石头在他们的筐子里煮鲑
鱼场和橡子粥，而那种筐子常常是用加拿大松树根编成的。借助石头烧煮或
加热的方法，甚至在欧洲也还继续采用。欧洲人发现用这种方法在木制器皿
中给水加热是很方便的。林耐在沿着北方旅行时发现，博特兰德的居民正是
按照这种方法来煮肉的，而“粗野的卡林西亚农民”，也在那个时候喝这类
的“石造啤酒”，实际上它也叫这个名字。

一俟在女厨师手中出现了陶罐和金属锅，在火上烧开水或煮熟食物
就变得轻而易举了。但是，应当特别提出：在荷马的主人公的食桌上，没有
煮熟的盘菜，荷马如此多地谈到为烘烤穿在铁签子上的肉块。在荷马那里，
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复仇心重的奥德修斯，像一位忙碌的烘烤者在熊熊的火前
翻动加馅的牛胃。在古代诺曼人那里是另一种情况。
因为在《埃达》中叙述着，军人们每夜在瓦尔哈拉（Ｗａｌｈａｌｌａ）大摆
宴会，享以未煮熟的野猪塞林尼尔（Ｓａｅｒｉｍｎｉｒ）的肉，每天在大锅中煮它，
而它又重新复活过来，以便明天为狩猎服务。
很明显，烤面包的最简单方法是跟最早种植谷类同时出现的；这些
方法在某些情况下能非常之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现在还可以看到它们
几乎毫无改变。例如，在英国北方任何一所农村茅舍里，女主人在燕麦面粉
里和上水，揉成面团，把面团捏成薄片，然后在铁挡中烙成燕麦饼；铁锁就
代替了从前的炽热的石头。澳大利亚殖民者的烧饼制作同样简单，他们把和
好的厚面块放在火灰里烤。这些方法使我们较近地回到了那种比任何其他技
术更能使人类开化的技术的最初阶段。既然这类未发过酵的面包做出来了，
那么随后发明发酵的面包是完全自然的了。酸面团在并不洁净的器皿里进行
发酵并变成酵母，它可以引起新面团发酵。后来，把啤酒曲当作了比酵母更
好的材料。现在，出现了借助粉剂导入瓦斯来烤制面包（包含碳酸氢钠）或
通过机械把面团和碳酸气混合的方法。
另一种做面粉或其他淀粉食物的常用方法是水煮。几乎有一半人类
是煮米饭。在另一些主要植物饭食中，有各种用燕麦。小麦、大麦、玉米、
西谷米、木薯等等做的稀粥和稀饭。浏览一下现代的烹调书，可以看到熟练
的厨师们为了迎合口味和引起食欲而精心编制的数不清的盘菜和汁汤的菜
单。所谓烹调技术的进步正表现在这一方面，毫无疑问，我们的同代人把古
代人远远地甩在后面。但是归根结底，维护人的机体即身体和智慧，使机体
活动，是做饭的主要目的。以这个观点来看待做饭，不能不指出，做饭是一
种极为古老的技术。这种技术的烤、烘和煮的最主要的过程，起源于史前时
期。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人们所用的饮料。像澳大利亚人这样的蒙昧部落，
当他们被欧洲人发现的时候，只是饮水。霍屯督人和北美的印第安人甚至不
知道任何由发酵制成的饮料。很难设想，如此令人陶醉的东西，当人们一旦
熟识它之后，会在某个时候忘掉。因此，很可能是这些部族的祖先，从来不
懂得把植物汁液进行发酵的技术。但是在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在种植谷物和
果树的国家，人们在偶然留下某种适合发酵的汁液或混合物之后，都或早或
晚地独自发现了这个过程。在墨西哥，使芦荟汁发酵，酿出所谓“普尔奎”
（Ｐｕｌｑｕｅ）酒。在亚洲和非洲，用棕榈制造棕榈酒或“托迪”（ｔｏｄｄｙ）酒。
用苹果汁和蜂蜜及水酿造西得尔（ｃｉｄｅｒ）酒同样十分著名。鞑靼人用马奶
酿造马乳酒。
各种不同的啤酒流传特别广泛。在历史上，最早提到的是古代埃及
人用大麦酿造的啤酒，或许由此又产生了欧洲的艾尔，即啤酒，俄罗斯的葛
瓦斯，即探麦啤酒，非洲的“波姆别”，即黄米啤酒，中国人的所谓江米酒
和美洲土著用玉米或木薯酿造的“契洽”（ｃｈｉｃｈａ）。酒的起源也不在古代之
后。古埃及的画家们就描绘了葡萄园，挤葡萄用的钳子，装酒的罐子。实际
上，现代葡萄酒的酿造跟历史早期这一技术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有趣地

发现，古时人们率直地、不受任何疑虑影响地饮用那些令人陶醉的饮料。
他们认为这是天赐的排解郁闷和变败兴忧伤为暴喜狂欢的灵药。他们
在宗教节日里庄严隆重地饮酒，并尊酒以敬神。古代唱《吠陀经》颂歌的歌
手们，没有从中看出任何邪恶的东西，反而歌颂印特喇无神，描写他被倒出
的祭酒灌醉了，蹒跚而行。这祭酒是他的信徒们带给他的礼物。在本世纪，
希腊人在举行酒神庆典的游行时，高声赞美行善赐福的狄奥尼索斯，是他用
消愁解闷的葡萄汁使全世界人得到快乐。
但是，在很早时候就已出现了对一件事情的两种对立观点。宗教的
保护者和热心家，由于意识到酗酒的危害，不仅宣布任何过度饮酒都属可耻，
而且宣称即使是尝～点含酒精的烈性饮料也都是罪恶。婆罗门教徒们，虽然
按照古传，祭奠酒仍然保留在他们的神圣仪式之中，但是，他们却又把饮用
带酒精的饮料归入五大罪恶之中，而在古代与婆罗门教相竞争的佛教之中，
每个新信徒务必遵守的十戒之一，是禁止饮用任何醉人的饮料。
虽然穆罕默德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犹太教和基督教，但是它的创
始人既不以古代的尊敬态度来对待酒，也不在神圣的仪式中来使用它，而是
把它作为某种亵读物而加以禁止。
在西方人中使用蒸馏过的火酒不早于中世纪，虽然它从较古时代起
在东方就已闻名。
它到处都被认为是某种有益的东西，它的名称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
在各种不同语言中它的名称译名的意思是“生命水”。现在，酒精是从葡萄
酒酿造、啤酒酿造、食糖精制等等过程中的糟粕里大量生产的。把它用作常
用的兴奋剂，是当世在某些居民层中使人类尊严受到如此损害的最大灾难之
一，即使在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也未必能找到可以与这种损害相匹敌的。另
一方面，文明生活在舒适方面大大赢得人心，于是就转而使人们去饮用温暖
的、容易引起兴奋的饮料。
茶叶首先受到中亚的佛教和尚们的重视，他们拿它用作支持出家人
能够坚持晚祷的一种手段。显然，茶叶在中国被用作饮料，大约是在公历纪
元开始前后，从那里又传遍全世界。阿拉伯是咖啡的故乡，而世界的普遍饮
用，应当感谢伊斯兰教的信徒们。巧克力是由西班牙人从古代墨西哥引进的，
它在墨西哥是最受人欢迎的饮料。跟这些饮料相并列的，应当提到烟草。烟
草也是从美洲传出来的。欧洲人发现美洲的时候，不论北美洲还是南美洲的
土著都吸烟草。
为了在这里说明火和炉灶，我们采用树木作为燃料。实际上，在小
树林中的某处野餐时用枯枝燃起的火，就可以令人满意地在我们想象中重视
这方面史前生活的图画。当蒙昧人茅舍里的地上用木柴燃起篝火时，则这种
简单的炉灶就成为家庭的集聚地，也就是成为我们所说的“家灶”的一种形
式。但是，在无林木的地方，燃料匮乏是生活的困难之一。正如从下面的情
况中所看到的，在荒芜的原野上猎捕水牛的猎人，为了夜晚的火不得不去收
集这些动物的粪，称这些粪为“牛粪柴”。然而即使有林木的地方，薪柴的
储存随着居民密度的增大，也可能很快耗尽。在某些美洲印第安人中间，当
问到是什么原因使得白人来到他们这个地方时，他们会不加考虑地回答，大
概是这些外来人把家乡的树林全烧光了，因此不得不移居到任何别的地方。
在一定的限度上，即如果我们只掌握自己森林和泥炭沼地的这些燃
料，上述这种类似烧光的事情实际上可能发生的话，上面的这种意见是对的。

在英国，某种储存实际上已经开始枯竭。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５ｕｓｓｅｘ）从
前是森林区，现时已是贫林区了。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伊丽莎白女王
时代，为了给炼铁厂的熔解炉准备木炭，森林滥遭砍伐。当时实际上已经存
在着危险性，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英国可能变为一个像现在
中国北部那样的国家；在那里的严寒天气中，人们挤在屋子里，坐在皮毛上，
因为燃料特别缺少，这样做是为了使燃料除做饭以外，还能用到某种需要的
地方去。但是，这种危险性避免了。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种革命增加
了人口并造成了我们现在的幸福。这种革命的动力靠的是煤，现在，我们所
有现代的轻重工业都依赖于它。即使在家庭经济中，煤窖几乎完全取代了柴
棚，而圣诞夜熊熊燃烧的劈柴，变成了图画上的过去残余。
但是，不应当认为煤的采用仅仅始于现代。中国人从上古时代起就
挖掘煤了。在十三世纪，著名的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报道说，在中国有
一种特殊的黑石头，它是从山中的矿脉里采取出来的，能像枯枝一样燃烧。
他说：“我可以对你们说，如果你们傍晚把它们放在火上，让它们很好地燃
烧，它们就会烧上一夜，甚至到天明还不熄灭。”这一报道这样做了而且被
作为一种奇迹接受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在欧洲对煤无知到何等地
步。煤虽然在古代并不著名，而它对现代生活的巨大作用也是刚开始逐渐显
示出来。最初是为了经济的目的，是为补充薪柴的不足而引用的，后来它就
变成了所有机械工作的几乎主要的能源。蒸气机，它的炉子获得几铲煤，它
就能完成一昼夜的工作。这样一来，在整个大不列颠的蒸气机上每年要耗费
千百万吨煤，这种耗费得到了如此之大的能量储备，以前从风磨和水磨，从
人和牲畜的劳动中所获得的全部能量，同它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操纵这
种粗野的力量，越来越成为工作者的任务。他指挥它磨粉，用大锤工作，指
挥它组织，在陆地和海洋上进行运输。这有点令人想起把成口袋的粮食装在
大车上赶着运送和自己背着送到市场上去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将我国在农业
和畜牧业时期的生活资料计算一下，并把它跟我们现在煤的使用中，即在完
成家务工作和交换外国产品的商品生产过程中间煤的使用中，所获得的那些
资料加以比较之后，政治经济学就能解决有趣的问题。或许，经过考虑之后，
我们就将获得最明确的概念，即现在三个英国人中至少有一个人靠煤生活。
这一点证明，我国居民不用煤的并不怎么多。
澳大利亚的蒙昧人，从停留地的篝火中拿起一根燃烧的木头，用它
来照亮通往黑暗森林中的道路，并用它来吓走精灵。由此看来，在他们那里，
在人工取暖装置和照明装置的原始手段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当开始把枞
树的带脂木片或某种用来作为自然灯的类似物放到一边的那一时刻，取暖和
照明才开始彼此分开。下一步就是制作人工的灯，其中最常用的就是火把或
一绺浸透了树脂或蜂蜡的麻线。直到本世纪，我们还完全像罗马人那样来利
用火把，然而现在，是极少见到它们了，停止使用它们的生活画面，也就丧
失了使诗人和艺术家们赞叹和惊异的那种效果，那种在宴会上和在行进行列
中闪烁着火炬之光和它所投出的阴影的效果。沿着英国城市的旧式大街行走
的人们中，有一半人现在未必知道，放在住宅铁栅上的灭灯器，是为熄灭那
些替坐在马车里的客人照路的火炬用的。蜡烛的形状就能使人想到它起源于
火炬。
用浸入融化油脂中的芦苇芯制成的照明用的寝室小灯，在普林尼时
代是常用的，当时也采用了蜡制的或脂油制的带灯芯的蜡烛。它的芯子是用

棉纱捻成的。古代的古典型的灯是一个末端带嘴儿的扁平椭圆形的器皿，灯
捻就是通过那个嘴儿伸出来。不管这种构造多么简单，它长期使用，没有任
何改变。比起粘土制的这类灯来，保存在极为丰富的博物馆中的希腊和罗马
的物品是非常少的；比起用青铜制成的这类灯来，较为美丽的金属制品的物
品也是非常少的。
就是现在，到意大利或西班牙去旅行的人，从大路旁通向卧室的小
路上，还是借助铜立灯给他照路，这种灯和古代的样式极为相似，带有用来
往外夹灯芯的钳子，用链子挂在旁边。
在大约一百年左右之前，当阿尔甘德开始从下面放气，并放一根玻
璃管子作为通气设备的时候，灯才获得它那被改善过的现代样式。煤气灯产
生得更加晚，只是在近五十年中才被日常应用。但是，指出下面的事情倒很
有趣。天然的煤气照明在那些分解的地下焦石层释放出炭化氢的地方早就著
名了。例如，在巴库（里海以西）的著名拜火教庙堂里，在祭坛附近的地里
插入了一根空芦苇，通过它冒出煤气，煤气就在管子的口上燃烧。同时，那
些参拜圣地的拜火教徒对这种圣火跪下礼拜。在中国，在某些盐泉附近，那
里排出了大量的天然煤气，应用的人们通过竹筒把它引到熬盐锅的炉灶内和
给工作照明的设备里。这种方法不久前曾在宾夕尔法尼亚州最广泛地采用。
我们对做饭方法所作的概述要求补充一些关于容器的介绍。至于谈
到盛水的器皿，还无制陶术时，采用竹节、椰子壳、南瓜皮、用木头挖凿出
的或用树皮做成的桶、用兽皮制的水壶，也能够过得去了。在荒野的骑士携
带水时，是把水放在置于马鞍鞍桥旁的南瓜瓶内。即使后来出现了南瓜瓶的
玻璃仿制品，也象英国人保留着古代皮瓶的名称并用来称呼现在使用的玻璃
瓶那样，法国人仍然保留着南瓜瓶的名称，继续称玻璃瓶为“南瓜”。
制造出在水滚沸时能耐火烧的陶器，是最伟大的经济发明之一。何
时和何地发明制陶术，就很难说，因为它出现在很古老的时代。在古人居住
过的地点，在使用过陶器的地方，到处都可以在地下发现陶器碎片。那些地
点到最近尚未发现，大概是那里的人在其文化发展的途中还没有走多远。可
以有把握地做出这种结论，例如，关于冰河期的早期蒙昧人就是如此。在法
兰西的山洞中，从他们那里保留下来的遗物中间，就没有陶器碎片。对于澳
大利亚人、火地的居民以及许多其他现代的蒙昧人来说，也同样是完全正确
的。他们本身没有陶器，在他们地区的地下，也没有发现可以证明他们的祖
先具有这种器物的陶器碎片。
这里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是如何首次想到制造陶器的。大概，
对于这一点并不需要特别高明的发明才干。这种发明在早期文化中其发展步
伐是相当缓慢的，有一些事实做出了这一结论，甚至陶器也不是一下子开始
制作出来的。人们谈到某些原始部落时说，他们用泥涂抹自己的木制容器，
为的是使这些容器能耐火烧。另一些处在较高水平上的部落，在南瓜瓶上涂
满了泥或在篮子的内面全涂上泥，当篮子烧着的时候，就获得了一件带有编
织形状的花纹图案的陶器。很有可能，最早的陶器就是通过这类过渡阶段得
到的，后来，想到可以塑造一种泥器，尔后再去烧它。
毫无疑问，起初泥坯是用手做成的。例如，在美洲或非洲至今还可
以看到，土著妇女们从底儿开始用一块块的泥徐制成巨大的、具有很好形式
的罐或锅。在欧洲也一样，可以在任何一座古物博物馆中，看到地下挖掘出
来的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用手工制作的骨灰瓮和其他陶器。甚至现在到赫布

里底群岛去的观光者们，可以从任何一个老太婆手里买到粘土制的小碗和大
杯，那些老太婆并不借助陶工车床，而是按照祖传的方法来制作它们，并用
一根尖头的小木棍替它们装饰上花纹。
但是，早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已经知道陶工车床了。图 ７１ 描绘的
是工作时的陶工。
这是绘在皇帝陵壁上的陶工图像。可以看出，他们在用手转动着一个
轮。一位印度陶工也是以这种样式描绘着。他到河岸去，那里水流沉积了柔
软的胶泥。他停下来，只是把一块胶泥滚成圆柱形，把它插在地上，在它的
顶端平放一块沉重的水板，推动这木板旋转，于是开始工作。这种最简单的
车床的改进，是用脚使它运动。在我们的陶器工厂里，工人借助轮子和皮带
来控制车床，然而原理是一样的。当平常有趣地观察陶工用他那能如此容易
地赋予不成形的泥团以形式的简单器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难了解，为什
么古代这种技术像是创造之王冠，以致埃及人把他们的一位神表现为躺在车
床上的陶工模样。
陶瓶的型式也是一种最早的、最出色的艺术成就。在那种陶器上，
雕出或塑成花样或人形，绘满了神和英雄的形象或神话生活或日常生活的情
景。我们关于像伊特刺斯坎人甚至希腊人这样一些部族的知识，相当一部分
是从他们陶瓶的图案上得来的，是从这些虽然如此易碎然而几乎是永久的艺
术遗迹上得来的。
全世界陶器的相当一部分，迄今仍然带有原始的和最简单的性质，
并且是用粘泥简单地烧制成的（意大利人由赤陶土烧成陶器），没有任何像
我们的花瓶那样的釉料。因此，它是有气孔的。为了消除这个缺点，某些部
族，如秘鲁人以及希腊人，就给它涂上漆，其实，希腊人则是在土沥青里烧
它。伟大的改进是采用了涂釉的粘泥，即在炉中烧制的时候在枯泥上涂一层
玻璃般的外膜。这种方法，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早已知道了。本世纪，
在波斯的器皿和马约里卡陶器（来自马约尔卡 Ｍａｊｏｒｃａ）中，涂釉的陶器达
到了高度的艺术完美程度。更为改善的器皿是在中国制造出来的，是在欧洲
陶器最后达到能模仿它之前一千多年，就已经在中国制造出来了。瓷盘通常
是用最好的白色瓷土或陶土同长石的混合物制成的，把这种混合物加高温，
使它全部厚度都变成半透明的、隐约透光的状态。这两类陶器——涂釉的陶
器和中国瓷器——制造的一般原理，就是有熔化的玻璃状的硅酸化合物，这
种化合物或在器皿的外表形成一层薄壳，或全部渗入其中。
玻璃是两种或比两个基数要多的——钠、钾、石灰或氧化铝——硅
酸化物的混合。
在普林尼的著作中有一个幻想故事，这个故事说玻璃的发明是在腓尼
基的沙岸上，当时，那里正好停靠着一艘商船。商人们由于没有找到能在它
上面烧开锅的合适石头，好像就把他们船上装运的硝石块儿搬到了岸上，结
果火就把氧化硅石和碱熔化为玻璃块。但是实际上，埃及人早在腓尼基商业
发展之前若干世纪，就已经知道制造玻璃了。显然，腓尼基人以及其他部族
正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了这种生产技术。图 ７３ 描绘的是埃及的吹玻璃工。
在埃及制造的其他物品中，有外面包着芦苇编织的套子的小水瓶，和我们现
在用来盛橄榄油的瓶子极为相似。古代的埃及人会制造带孔的玻璃球和各种
各样的小玻璃碗，甚至连威尼斯人的玻璃制品都未必能和它们竞争。但是，
现代的欧洲力求运用精巧的技术：利用烧红吹出来的玻璃球，趁它还未破裂

成圆形薄片时做成窗框玻璃，以及磨制为镜玻璃片。这样一来，就能够制造
我们那种后面涂上晶亮的铅汞化合物的大镜子了。
火对于从矿石中熔化出金属以及随后的金属加工是如此地重要，因
此，把金属的利用放在这一章叙述也许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在研究人们如
何了解到用矿石熔解出金属这一困难技术的时候，应当记住某些金属是在天
然状态中发现的。例如，美洲苏必利尔湖附近的天然铜，在很多世纪以前早
已被居住在该地的部落采用了。这些部落像使用可以治锻的石头一样地使用
这种金属块，不加热就用锤子把它加工制造成斧头、刀子和手镯；对金子也
一样，用天然金不借助火就可以锻成装饰品。推测用这类简单方法来对金属
加工的缘起，只是猜想。但是这种猜想是十分可靠的。
同样有纯粹的天然铁，特别是殒石或偶尔掉到地上的流星石。虽然
在许多情况下，这类金属通常会在锤击下裂成碎块，而有些流星铁和天然铁
仍然在锻造厂加火烧到白热程度，或许能制成工具。有时甚至不加火也能把
它加工到一定程度。有些金属矿具有十分明显的金属形式，所以铁匠能够在
火中锻造它们，而且这样做也能够导至真正的熔化。
例如磁铁矿不仅具有铁的形状，而且甚至像是在锻造厂加过热的一样。
在某些情况下，用它可以锻造像马掌这样的东西。
人们何时最初开始对钢或铁进行加工，暂时还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
但是在古代，人们确信青铜的使用要比铁早。这种青铜是铜为了增强金属硬
度而加上九分之一左右的锡的合金，也就是英国工人现在所称呼的“炮铜”。
常被引用的赫西俄德的诗中描写着，人们从古时起就加工于青铜，当时黑铁
还未出世伊壁鸠派（Ｅｐｉｃｕｒｅａｎ）诗人卢克莱茨也指教说，在人们用棍棒和
石头战斗的原始时代之后，铁和青铜就出现了，而且青铜早已先于铁而为人
所共知了。
在某些国家，铁的使用却在很早的时代。埃及和巴比伦的器物文字
中与铜同时提到了铁。在不列颠博物馆中可以看到锻造过的铁块，而这种铁
是用巨大的金字塔石基熔化出来的。有一些埃及画甚至描绘着系在屠夫腰带
上用来磨快刀子的青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种情况：虽然埃及人已经
知道了铁，但他们木匠用的工具大部分是用青铜制造的。荷马所叙述的时代
的希腊铁匠们，正如从《奥德修记》里的著名语句中可以断定的那样，也同
样知道了铁甚至钢，或锻造过的铁。《奥德修记》中谈到铁匠为了增强铁的
硬度把烧红的战斧浸入冷水中而发出的吱吱声。然而青铜不只是制造军人的
甲胄和盾牌的常用原料，而且也是一直是制造军人的矛和剑的常用原料。
很明显，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和我们现代完全不相同的技术状态。值
得努力了解一下这种区别的意义。肯普费尔距今两世纪左右时期关于日本故
事中的可资借鉴的意见，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他说，在这个国家里，既得到
了铜，又得到了铁，而且它们的价值几乎是相同的，因为铜的工具值多少钱，
铁的工具也值多少钱。在古代社会里，物品的地位可能是相类似的。铁虽然
已成为著名的东西，但却是从矿石中费力熔化出来的。荷马加给它的形容词
“多次锻造的”就证明，当时的铁匠们求得它的锻造是多么困难。铜则是非
常丰富的：它的众所周知的产地之一是塞浦路斯岛。由这里产生了它的拉丁
名称，稍经改变就转为英语、德语和其他语言。同样也用不着从远方去取得
锡：在格鲁吉亚、在霍拉桑以及在亚洲内部的其他地区都有锡矿坑。亚洲或
许也是发明把锡用于加强铜的硬度使之成为青铜合金的原料的地方。

既然有了这种发明，那么古代的手工艺工人处理起青铜来，要比处
理铁容易得多了。
把青铜熔化，然后在石模子里铸成斧头一类的东西，这是很容易的。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是“青铜时代”处在“铁器时
代”之前的真正原因。在工具和武器的制造方面，只有当铁加工精细、价格
低廉、产量丰富、改进完善而显然超过青铜的时候，“铁器时代’才会随之
而来。现在，对我们来说，铁对青铜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瑞士的水上住房
的遗迹证明，欧洲中部有一个时期是有采用石头工具的原始部落居住的，晚
一些时期，青铜的斧和矛在那里开始占统治地位，最后，才出现了铁。考古
学家们在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坟墓中探溯的历史是这样的：石器时代，青铜
器时代，铁器时代。可能是这里的土著部族自己学会了使用新的金属，但也
可能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带进来的。
生活在“青铜器时代”的部族，特别是秘鲁人和墨西哥人的历史是
非常著名的。在西班牙占领时期人们发现，西班牙人能带有某种艺术性地制
造青铜器，但是却一点也不知道铁。他们的状态和希罗多德两千多年前所描
写的中亚里海沿岸游牧民的情况很相似。
另一方面，非洲的大部分显然没有青铜时代，从石器时代直接过渡到
了铁器时代。熔化铁矿石的方法传到非洲，显然，还是不久以前才从北方传
到了霍屯督人中，而霍屯督人在自己的故事中，迄今仍回忆着他们的祖先通
常用石头砍树的那个时代。非洲人不费大力就能挖出他们那丰富的铁矿石，
并且在简单的炉子里的劈柴上熔化它。通常是采用风囊鼓风。在那里可以看
到原始的铁匠用的风囊，它们是用整块羊皮或其他的动物皮制成的。他们用
手挤压或用脚踩一个充满空气的兽皮，然后又把压空的兽皮张开，以便使它
通过缝道或口子重新充满空气。我们在这里看到铁矿石熔化成为极近于最粗
糙的、大概是最早的那种样子。
现在使铁变得比古代丰富的各种改进中间，首先应当提到在熔炼时
使用焦炭以代替木炭；应当提到使用铸铁：显然，铸铁早已在中国闻名了，
而在英国成为常用品却不早于十八世纪；还应该提到采用机器轧炼和锻造。
在钢铁铸造中的进步是如此之大，不久以前，按一便士一磅的价格敷设铁轨，
已经成为现实了。
关于其他金属以及它们对于文明的影响，我们只能提几句话。作为
贵重金属的金和银，自远古以来就是伴生矿物。铅很容易从矿石中熔析出来，
并被罗马人用来做屋顶和水道管。罗马人通过把铜和锌矿石加高热而制成铜
和锌的合金，结果获得了黄铜，或低级青铜。水银在古代就已闻名，古人用
蒸馏方法从朱砂里提取了它，并且知道它在采取金银时的效用，甚至在镀金
时也要用它。在现代著名的许许多多金属中，有一些有重要的实际用途。例
如，白金是制造耐高温和抗酸侵蚀器皿的珍贵材料，而铝由于很轻而非常有
用。但我们仍更多地继续依赖着远古时代所发现的那些金属，这些金属就是
铁、铜、锡、铅、银和金。
谈到这最后两种贵重金属，我们就需要指出它们在货币文化史中所
起的重要作用。
习惯于小店铺和注册商行的现代英国人，未必能明确地想象出我们复
杂的经营体制所从出的那些粗陋的萌芽。看一看像澳大利亚人那样的一些部
落中所实行的低级形式的商业是有教益的。

坚硬的闪长岩是制造斧子的珍贵原料，它远销于数百英里之外。运
来这种原料的土著用它交换某些当地的珍贵产品，例如文身用的红赭石。这
些蒙昧人已经如此地开化了，他们允许和平的商人安全地通过处于内战的部
落区域。在这里可以遇到一队青年人，每一个人头上都须着一块砂板石，向
着他们的远方住所行进，为的是拿这石头当碾子。当异部落的客人来到澳大
利亚人中时，澳大利亚人就在友谊会场或在交易市场接待他们，在那里互相
交换礼物。毫无疑问，也完全明白，礼物应当是公平的交换；如果某一方感
到不公平，那就会发生怨言和争吵。但在这种最初级的交换中，我们还未发
现明显的关于价值单位的观念，而价值单位在交易中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
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印第安人中有较高阶段的交换。在他们那里，作为装饰品
佩戴的穿着贝甲的线串（珠串），在交易中也作为货币使用。普通中等质量
的线串，被认为同一张海龙皮价值相等。在旧大陆，常以牲畜计算价值的时
代的许多遗迹，一直流传到今天。例如，在《伊利昂纪》中，我们从殡戏的
描写中读到，头奖三腿桌，价为十二头牛；但是作为二奖的奴婢，只值四头
牛。在这里已经承认价值单位的原则，因为不只牛的所有者能够用它们来买
三腿桌和奴隶，而且任何一张出售的三腿桌都能以十二头牛的价值交换三个
奴隶，因为每个奴隶值四头牛。
各种不同的有用的物品或装饰物，迄今作为交换的标志在流通，特
别是在缺乏货币的地方。例如，在阿比西尼亚的旅行者，可以用盐块买到他
所需要的一切东西，然而在非洲的其他地方，他可以拿铁片、布块和珠串当
钱使用。在南亚，贝币至今仍然起着零钱的作用，它们那里从太古时代起就
已是如此了。所有这些物品都或多或少粗陋地起着金属钱币所容易起到的那
种作用。
钱币的使用起源于古代用金银按重量交换商品，正像可以在埃及绘
画上所看到的那样，在那上面描绘着用种衡量着一堆金环和银环的重轻。可
见这些东西还不是真正的钱币。对于东方流通的大部分金银来说，现在还有
某种类似的现象存在：在那里需要称一称一些小锭金银，以确定它们的价值。
当把金属制成一定分量和一定成色的小块，上面印有某种图像或花
纹作为证明，不必再称或检验就可使用的时候，钱币就产生了。显然，制作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古代的埃及人和巴比伦人却没有想到。最早的钱
币可能是中国人的带记号的小金块和裤形及刀形的铜片，这些铜片好像是预
定作为交换真正的裤子和刀来用的。
在利迪亚（Ｌｘａｉａ）和埃吉纳（Ａｅｇｉｎａ）出现的早期形式的钱币，它
是用贵重金属制成的粗糙的环形，只是一侧冲压有类似龟形的标记。在另一
侧，它们只带着冲压时留下的铁砧或工具的痕迹。在现代的钱币上，这种偶
然的后面花纹改进成为背面的图案。艺术在钱币事务上发展很快。有腓力·马
其顿的浮雕金钱标记的金币，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钱币之一，它一面有戴着
桂冠的头像，另一面是两套马的马车图形。后来，就停止铸造这种带浮雕的
钱币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这种浮雕由于流传而被磨光了。罗马的阿斯不是
打造而是铸出来的。起初它好像是一磅重的铜。钱币事业从最早时期起就是
由政府专营，并且在实行钱币之后，为了国库的利益，很快就开始降低规格
并减少它的重量。

第十二章 文艺

诗歌：诗和韵律。头韵和脚韵。诗歌的比喻——歌词，曲调，和声—
—乐器——舞蹈——戏剧——雕刻和绘画——古代和现代的艺术——游戏
对于没有深思过一般散文化的口语、带韵的诗和包含一定音乐曲调的歌唱的
人来说，这三种表现方法彼此可能是明显不同的。但是，在较为认真地研究
它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彼此只有细微的差别。蒙昧部落赋予自己
的歌曲某种特定的形式，这种形式证明他们认为这种歌曲跟普通口语不同。
例如，澳大利亚人为了在战斗之前使自己激怒起来，他们唱道：“刺他的额！
刺他的胸！刺他的肝！刺他的心！”等等，逐次提到敌人身体的其余各部分。
另一支澳大利亚人歌曲是在土著殡葬时唱的。年轻妇女唱第一行，老年妇女
唱第二行，然后大家一齐唱第三行和第四行。
“卡尔当格嘎尔罗，
玛姆木尔嘎尔罗——
蔑拉 纳德若，
浓嘎 勃罗！”意思是：
“我的年轻的兄弟呀，
我的年轻的儿子呀
——
我再也看不见他了，
我再也看不见他了！”在这里，蒙昧人歌
曲的歌词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散文，而变成为原始的诗的形式。一切野蛮部落
都是凭记忆一代一代地传播这类歌曲并创作新歌曲。北美的猎人们有一些用
来指引他们第二天早晨去发现熊迹或使他们战胜敌人的歌曲。这就是一支新
西兰歌曲的译文：
“你的躯体在白依舍玛特，
这里却出现了你的魂
灵
并且把我从梦中唤醒。
合唱：哈啊，哈啊，哈啊，哈！” 通常由没有意义的音节构成的
副歌，是野蛮人歌曲中极为常见的特点。我们自己许多歌曲中的合唱副歌的
荒诞性，常常会使我们——新时代的人感到吃惊。但是很明显，这些副歌是
从澳大利亚蒙昧人或红种印第安狩猎人的某种社会所处的那些文化阶段遗留
下来的。澳大利亚蒙昧人在每一首诗歌之后，重复若干次“阿班格－阿班格！”
而印第安狩猎人则在像我们的孩子们所用的那种呱哒板的伴奏下，以合唱“恩
呀－艾一哇！恩，呀一艾一哇！”来取乐。
诗可以按其音节精确计算的整齐的韵律，只有处在较高文化阶段的
部族中才能出现。
古代《吠陀》的颂歌具有整齐的韵律，这就可以证明它们的编著者已
经远远地脱离了蒙昧状态。最古老的印度、波斯和希腊的诗之间韵律的相似
表明，有韵律的诗早在所有这些部族联系密切的遥远时代就出现了。希腊和
拉丁的诗的诗律是最为我们所熟知的，但是，除了霍雷修斯所知道的这些韵
律之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韵律。例如，当朗费罗在他的《海华沙之歌》
中把诗的形式赋予美洲故事的时候，他从印第安人那里没有找到任何固定的
韵律格式，因为他们的文化还不能创立这种方法。因此，他为自己的作品借
用了《卡勒瓦拉》（芬兰土著歌手们创作的叙事诗）的特殊韵律。我们自己
的以重音分韵律的诗按其特性来说，和古代按音量或音长分节奏的押脚韵的
诗不同。
比发明诗律晚一些时候，出现了另外的一些方法，诗人借助这些方
法能够以音调和谐的新效果采取悦于听众。例如，我们英国人的祖先在头韵
中发现了特殊的愉快，在头韵中同一个韵多次频繁地反复着，这种频繁的次

数会使现代人感到兴味索然而厌烦，虽然我们的听觉有时对这种反复感到惬
意。
显然，在全世界的诗作历史中，脚韵同样是一种较新的韵。关于它
的大略的初级状态，可以根据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节引的下列古代拉丁诗人（可
能是恩尼）的诗行来判断：
“Ｃｏｅｌｕｍｎｉｔｅｓｃｅｒｅ，ａｒｂｏｒｅｓｆｒｏｎｄｅｓｃｅｒｅ，
Ｖｅｔｅｓｌａｅｔｉｆｉｃａｅｐａｍｐｉｎｉｓｐｕｂｅｓｃｅｒｅ
，
Ｒａｍｉｂａｃａｒｕｍｕｂｅｒｔａｔｅｉｎｃｕｒｖｅｓｃｅｒｅ”． 由此可见，中世纪基督教颂歌如著
名的《ＤｉｅＩｒａｅ》的脚韵已不是完全的新事物，这些颂歌只不过脚韵用得精
巧并且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罢了。吟游诗人们——这些诗作艺术方面的欧洲
教师们曾经模仿过这种脚韵。
我们今天最好的诗作充满绚丽的幻想和优美的音调。它们用和谐的
语言传达出动人的意念；它们是想象的图画，同时又是悦耳的音乐。但是，
除此之外，诗还是历史研究家的极为有趣的研究对象，因为这些诗在我们中
间保留着最古代的思维方式。诗歌艺术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模仿早期文化阶段
所采用的形式。在早期文化阶段，诗歌是一切有力的精神激动或感情的自然
流露，是把某种庄严的声明或古代传说传达给听众的自然手段。
现代的诗人，为了形象化迄今仍在采用比喻，而比喻在野蛮人的口头
上是用来帮助阐明他的思想的有效手段。这一点可以从下面选引的雪莱的几
行诗中看到：
“死亡是多么奇不可言！
死亡及其兄弟——睡眠：
一个是苍白的，像亏损的月亮，
她
那两片嘴唇发青发僵；
另一个是玫瑰色的，像朝霞一样，
当把大洋
的波浪变成宝座的时候，
他那赧颜在世上发出红光。” 在这里，死亡
和睡眠之间的相似，是采用称呼他们为兄弟和姐妹的比喻方法表现出来的。
月亮用来绘出死的苍白，而朝霞则用来绘出富有生命力的深红色。为了表达
在海上发出光彩的早霞的概念，采用比喻的方法说她坐在宝座上，一方面，
把她那深红的颜色比作玫瑰；另一方面，又比作赧颜。而这也就是原始野蛮
时期的人所遵循的那种习惯。
原始人用借自自然的比喻来说明，不是为了有意作诗，而是单纯为了
寻求最鲜明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甚至我们普通的散文中也充满了来源
于古代的词汇，这些词汇现在已经在日常生活中通用了；但是却可以探寻出
这种古代自然诗作的足迹，如果愿意的话，词源学家可以恢复创造这些词汇
的古代具有诗的意义的形象。
像我们现代人那样阅读或朗读诗，就等于在改变它的真实的本质，
因为诗最初就是用来歌唱的。而歌唱本身也是由普通口语发展起来的。仔细
听一下周围的对话，我们就能够发现，对话不是在一种固定不变的音调中进
行的，而是所有的句子都有抑扬顿挫，直到有某种不完全的旋律：语句的音
调有时高，有时低，因问答而不同，并且赋予那些具有较重要意义的词汇以
一定的音乐重音。日常口语的这种半旋律性的简单特点，或许能用音符记录
下来。这种半旋律性在英语和德语中是不同的；实际上，苏格兰男人和英格
兰男人口语的不同特点之一，就正是在同一语句中他所发的音调不同。当口
语变得庄严或兴奋的时候，它就越来越转变成自然的歌唱了。在集体的祈祷
语言中，几乎可以清晰地听到音乐的旋律。教堂中的抑扬声来自宗教情感的
自然表现，但是，它成了固定的习惯，并且人为地加进了音阶的整齐的音程。
用同样的方法造出的歌剧宣叙调，是据传从古代悲剧吟诵调传下来的调子的

最新改造；而那种吟诵调某个时候曾在希腊剧场上感动过广大听众。
我们认为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即任何音乐都应当是由音阶的声调
组成的，而且正是由我们从儿童时代起就已经习惯了的音阶的声调组成的。
但是，原始部落的歌唱，即能够提供这种艺术在其初级阶段上的性质之完整
概念的歌唱，是由较少确定的音调构成的，因此，记录它的曲子有很多困难。
人的声音并不受某种音乐声调的固定音阶的束缚，因此，它的高度能够逐渐
地升高和降低。那些为了歌唱和乐器制定了一定音节的部族，总是不采用同
样的音阶。
人们是如何获得精确的声调音阶？对这个问题却很难做出圆满回
答。原始乐器——一喇叭的音阶，是最简单的音阶之一，那个简单音阶是人
们不得不注意的。喇叭的最粗陋的形式就是南美和南非的森林部落所用的那
种用树枝或树皮制成的长管。喇叭（截一段六英寸长的铁煤气管就可以当作
它的样子看）发出普通和声的一系列声调。喇叭手就用这些声调奏出了在信
号名称配合下如此有名的简单曲调。这种自然的官阶包含着音程中最为重要
的八度音程、五度音程、四度音程和三度音程。另外一种音阶是由较前述音
量为多而较我们的全音阶为少的音量组成的。这是古代的五音阶，它没有符
合钢琴的五个后键的半音。
古代的苏格兰歌曲是按照五音阶级成的，实际上，这种五音阶还可
以在不同的国家里见到。例如，一个到过中国的旅行家，当他看到殡葬过程
之中，听到了像是不久前在苏格兰湖畔的风笛演奏中所听到的那样的悲哀曲
调，他感到吃惊。恩格尔在他的《最古老民族的音乐》中证明，这种五音阶
的或五音的音乐，从古时起就被各个东方部族所采用。在新社会中居统治地
位的较完备的七音阶，几乎全部是从古典希腊音乐家那里传来的，这些音乐
家用七弦的坚琴来为歌手的歌唱伴奏。第一个用数字来标声调的毕达哥拉斯
表示了奇异的幻想：七星之间的距离跟八音程的七个声调有关。这种观念迄
今作为一种模糊的残余保留在我们的“天籁”的说法中。
由此看来，现代的音乐全部起源于古代。但是它走过了一些伟大的
新的发展阶段。
古代的音乐几乎没有比旋律前进得更远些。可能用某种同音乐器或八
音程的乐器来为嗓音伴奏，然而像现代音乐家们所理解的那种和声还是不曾
为人所知的。它的微弱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当时音乐家们对同时唱两
支互相成为和声的不同曲子所获得的结果感到惊讶。直到现在，在音乐家之
间还流行着一种玩笑，这种玩笑就是同时演奏两支彼此互不相配到荒诞程度
的曲子，而其中之一支好像是安排来为另一支作伴奏。罗马天主教教会总乐
谱的音乐和牧师协会带有大风琴伴奏的新教徒的歌唱，对于曲调的变化具有
巨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变化，古代的简单曲调发展为现代的协奏曲。只要让
研究家了解这一伟大的进步，他就能够在音乐史上按迹探求它在歌唱总乐
谱、管弦音乐、教会音乐和盲乐会 Ｌ 的音乐中的全部一系列发展阶段，直到
现代音乐艺术的一切手段在最近三个世纪伟大音乐家们的手上发展起来为
止。
现代的一切乐器都可以向过去追溯到较粗糙的、早期的形式。呱哒
板和鼓是蒙昧人中的重要乐器。在我们这里，呱哒板已经变成儿童玩具，然
而鼓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都保有自己的地位。较上述单音乐器更
高一级的是喇叭，正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它把野蛮人的音乐大大地推进了

一步。芦笛或竖笛，它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哨笛。
它进一步完善，增加了小孔，吹的人借助这些孔改变了乐器的长度，
以便吹出各种不同的声音。一般的芦笛从最远的时期起，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都可以见到，形式有单管或双管。在有些情况下，用鼻孔代替嘴来吹奏。早
在古代，人们就常常给它加上一个吹奏用的皮囊，这样一来就把它变成了风
笛。当把芦笛横拿着，用嘴紧贴着它顺着孔吹奏时，它就变成了笛子。在潘
的芦笛中可以看到另一种发声方法，这种芦笛是由一列不同长短的芦苇管构
成的。在古代，芦笛总是跟关于田园诗之优美的魅力联结在一起的，然而在
现在，它用来供任何一个街头耍把戏的人作鄙俗的演奏。
在现代的乐队中，短号由装有孔盖的喇叭代替了。黑管是由带颤舌
或裂口的草茎发展来的，这种草茎就像孩子们在秋天的田野里为自己玩耍所
削取的那种一样。手风琴所从属的那种类别的所有乐器，都是借助这类颤舌
来发声的。简单的芦笛或哨笛的原理最大规模和最大范围地应用在乐器上。
由此可见，
“芦笛之箱”这个不敬的名称，是不乏根据的。这个名称是由苏
格兰人提出来的，他们不喜欢在教堂里使用这种乐器。
最简陋的乐器形式是较为原始的，其中就有弦乐器。在《奥德修记》
（ＸＸＩ，４１０）中讲述着，那复仇心重的英雄，拉满了他那用木和角制成的强
弓，致使拉紧的弦发出了类似莺歌般美妙的声音。可以预想到，战士那拉满
的弓可以自然而然地变成乐器。它实际上也是被这样使用了。南非的黑人妇
女们在用小棍敲击绷紧的弓弦而听到那微弱的响声时，感到十分快乐。祖鲁
人鄙弃把弓用作适合于胆小鬼的战斗武器，而迄今用它们来发出音调优美的
声音。图 ８１ 画面上所描绘的祖鲁人的乐弓，装有一个指环，借指环沿弓弦
的滑动来改变声调；还有一个空葫芦，作为共鸣器以增大弦所发出的微弱声
音。在同一画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出，古代埃及的竖琴如何从这种简陋的乐弓
发展而成。人们使木制的弓背内部变空．以代替它的弓弧和共鸣器，同时在
它的横面拉紧几根不同长度的弦，这样它就成为竖琴了。
所有古代的竖琴——亚述的、波斯的以及古爱尔兰的——都是按这
种设计制成的，但是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结构的缺点在于：木背弯曲容
易使弦失调。只有到了现代才变得完善：在竖琴上增加了一根前往，使整个
琴架不可弯曲而很是坚固。看看这三种造型，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如何逐步
发展的；不能设想，带前往的竖琴可能在别的一些形式坚琴之前发明，因为
谁也不会如此愚蠢：人们一旦想出了前柱之后，再继续制造竖琴时不同时给
它装上前柱。虽然现在竖琴制造得相当完善，但比起古代来，它仍然越来越
丧失了从前在音乐艺术中的地位。它被由它产生的最新乐器所代替了。大钢
琴的形式本身证明，这不是别的，而是这样的坚琴：它被斜装在琴箱上，它
的弦现在不用手来选弹，而是用受键支配的小锤的敲击发声。这就是史前期
战士弓弦发展的最后阶段。
跳舞对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轻率的娱乐。但是在文化的
童年时期，舞蹈却饱含着热情和庄严的意义。蒙昧人和野蛮人用舞蹈作为自
己的愉快和悲伤、热爱和暴怒的表现，甚至作为魔法和宗教的手段。巴西森
林的印第安人，只有另外不多的刺激性的影响能够使他们萎靡的精神振奋；
他们在月光下聚会的时候就活跃起来，开始跳舞。
这些舞蹈各种各样：时而跳舞的人手中拿着抓哈板，在一、二、三的
节拍下围着装有醉人烈酒的大陶罐跺脚；时而男人和妇女用舞蹈表现笨拙的

求爱，他们排队移近，踏着好像原始的波兰舞的步子；时而涂饰的武装战土
们跳起凶暴的战争舞，战士们唱着充满恐怖吼声的歌曲，一进一退成队地操
练着步伐。我们本身也还遗留着足够的蒙昧人的本能，因而可以理解，澳大
利亚人怎样通过在森林内篝火光火中的又跳又吼，就能使自己狂怒起来，准
备参加第二天的战斗。但是文明化了的人按照他的观念就很难理解，野蛮人
的舞蹈还能有巨大的作用。
蒙昧人认为，舞蹈具有某种十分现实的作用，因而他们期待着它对
外在世界发生影响。例如，曼丹部落（Ｍａｎｄａｎｓ）的印第安人在猎取水牛失
败时，就吃水牛肉，举行卡特林（Ｃａｔｌｉｎ）在《北美印第安人》中所叙述的
仪式。每个印第安人都从家中拿出专门为这时用的假面具：这面具是用水牛
头做的，有角，还有挂在后面的尾巴；大家都戴起来跳“水牛舞”。十个或
十五个舞蹈者组成一个圆圈，敲着鼓同时击着呱哒板，唱着歌，还发出怒吼
声。其中的一个人疲劳了，他就开始表演哑剧，模拟人们用弓箭把他射死，
把皮剥下之后割成几块，同时，他便站到一旁去，把水牛头放在肩上，另一
个准备着的人就站到退出舞蹈的人的位子上。舞蹈就这样不停地持续下去，
一天一夜，有时两三周，最后，直到这些顽强的努力不能引来水牛，在大草
原上没有出现任何畜群为止。
这类例子证明，在低级文化阶段上，人们跳舞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感
情和愿望。这全都说明，在古代宗教中，舞蹈何以成为祈祷仪式的主要行为
之一。在埃及神殿中，宗教程序进行是伴有歌曲和舞蹈的。柏拉图说，由此
看来，任何舞蹈或许都是宗教行为。实际上，古希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
如此。在希腊，克利特岛人的合唱队踏着有节奏的步子唱着阿波罗的赞歌；
在罗马，在每年的玛尔斯庆典上，萨利的祭司们唱着歌，打着板，沿着城市
的大街跳舞。
在新的文明社会里，神圣的音乐较任何时候都更为繁荣，它大部分
都摆脱了神圣的舞蹈。为了见识几乎是最古形式的舞蹈，旅行家就必须拜访
印第安人的庙宇或去见西藏的喇嘛。在那里，他就可以看到，在蒙昧人的鼓
和螺角号的音乐伴奏下，带着绘成动物形象的假面具的化装人，用舞蹈来驱
除恶鬼或迎接新年。从基督教以前时期的英国宗教传到今天的这类仪式遗
留，还可以在姑娘和男孩们围着圣约翰节之夜燃起的火所跳的舞蹈中，或在
基督降诞节期的化装跳舞中看到。但是，即使是这些遗留，现在也正在灭绝
之中。戴着带羽毛的有沿帽、穿着腓力三世时代少年侍从的艳服的教会歌唱
者的舞蹈，至今仍在塞维里中央寺院主祭坛前表演，但现在也已是几乎从基
督教中消失的极少数仪式残余之一了。在新世界里，舞蹈即使作为一种娱乐
和优美的体操，也正在逐渐衰亡着。
古代埃及的绘画证明，当时的专业舞蹈家，已经十分娴熟地掌握了大
概在古代社会中已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的艺术。令人想起古代绘画中的农村舞
蹈的某种事物，还可以在除英国之外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农村节日中看到。现
代社会上的交际舞不但大大失去了艺术性，也失去了优美感。
在低级文化水平上，舞蹈和戏剧表演显然是不可分的。北美的“犬
舞”和“熊舞”是模拟取笑的表演，它滑稽地忠实模仿动物爪的动作、在地
上打滚和合乎动物其他习性的动作。不同的狩猎场面和战争场面，以同样的
方法作为舞蹈的情节提供给野蛮人；而他们的妻子则留在家里，跳着模拟战
斗的魔法舞，以便把力量和勇气赋予自己不在家的丈夫。历史家们把文明世

界戏剧艺术的起源，归诸古代希腊的神圣舞蹈。在狄奥尼索斯的庆典上，酒
神那充满神奇性的生活在舞蹈和歌曲中表现了出来，而悲剧和喜剧也就从这
些庄严的颂歌和滑稽可笑的笑话中发生。在古典时期，戏剧艺术分成了若干
分枝。哑剧保存了最古老的形式，其中舞蹈者用动作表现海格立斯和播种龙
牙的卡德姆，同时在台下的合唱队伴随着演出，用歌声来讲述演出的内容。
保留了古代哑剧风格残余的现代哑剧式的芭蕾舞，证明古代戏剧中戴着胡乱
涂抹的假面具的神和英雄，想必是十分滑稽可笑的。
在希腊悲剧中，舞蹈者和合唱队的作用同演员的作用是分开的。演
员在对话中每人单独用朗诵调讲话和歌唱。因此，演员已经获得了用充满热
情和机敏的语言感动听众的可能性，同时他发音的声调和所伴随的手势，都
能影响全体观众和听众的感情。
希腊悲剧既已产生之后，就在艺术上迅速达到了高度水平。埃斯库
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戏剧是高级诗作的典范，最近模仿他们的作品像拉辛的
《费德尔（Ｐｈｅｄｒｅ）》，在舞台演出的过程中，当演员的天才能够表达出体现
在这些作品中的激情的时候，这些作品也能给人留下某些雄伟有力的印象。
最新的戏剧不只是跟中世纪宗教神秘剧的神圣表演有联系，同样也
跟四世纪之前发生的文艺复兴有联系。看过锡腊库萨或图斯库隆（Ｔｕｓｃｕｌｕｍ）
山坡上的古典戏场废墟之后，人们就可以了解，现代剧场的结构和各部分的
名称都来自希腊。剧场，或观众席，都还保留着它那设计合理的马蹄形，当
时的台前乐队席，或舞蹈席、歌唱席和一般合唱队演出席，现在则是乐队演
奏席。现代演出的悲剧和喜剧的变化，与古代剧本的不同点，一部分是取消
了非常牵强的庄严朗诵，而这种朗诵却为从前的演出所特有。当时，这些表
演还仍是一种宗教仪式，而其登场人物都是神。在后来的剧作家手中——首
先是在莎士比亚的手中，戏剧的性质变得较为人性化了，虽然这些戏剧仍然
还继续描写最为紧急情况下的人性和最为激动人心时刻的生活。
实际上，现代的剧本并非必须严守自然，它们也可以求助于超自然
的力量。例如现代的舞台上，可以出现安琪儿或私人代替古典时代的神飞来
飞去，他们通常是借助机械在空中飞行。在现代的喜剧中，出场人物的穿着
和对话同日常生活可以那样接近。但是，在这里，听众仍然容许有另一种语
言，虽然这种语言发音很大，是对“一边”说的，而不是说给站在旁边的出
场人物听的；这就证明现代人并没有丧失其假设幻想的能力，而一切戏剧艺
术就是建基于这种能力之上的。
建基在同一种假设幻想能力或想象力之上的，还有另外两种文艺—
—雕刻和绘画。
它们的真正任务不在于精确地模仿现实。艺术家只是力图体现某种能
够感动观赏者的思想。因此，用几道铅笔细线条绘出的讽刺画，或用木头粗
略雕成的形象，较之工笔细描的肖像或陈列馆里的某种蜡像（这种蜡像是如
此栩栩如生，以致参观者偶然碰它一下都要向它道歉），往往包含着更为巨
大的真实的艺术性。。
显然，绘画和雕刻是从现在儿童的绘画和雕刻的尝试中可看到的那
种幼稚的萌芽中产生的。英国儿童们第一次尝试学画用的石板和板棚门，使
我们想起了野蛮部落画人和动物、枪和小船的树皮块或兽皮块。这些儿童中
的许多人将成长起来共度过自己的一生，但他们并没有远离这个儿童阶段。
有位乡村牧师几年前指导自己的信徒们，用木头雕刻各种不同的像是从事锻

造或收获的劳动者的人形。他们制作出了粗笨得如此可笑的形象，而且跟野
蛮部落的木偶十分相似，他们的作品可以保存下来作为童年状态雕刻的样
本。
但是，人类在顺利的情况下，特别是有长期闲暇的时候，从远古起
就开始改进自己的艺术。特别是欧洲居住于洞穴中的人所作的动物形象的绘
画和雕刻，带有如此之多的艺术迹象，以致有些研究家认为它们是现代的赝
品。但是它们被确认为真品，并且在广大地区都有发现，而那些实际上为欺
骗搜集家而制作的赝品，其特点正是缺乏那些蒙昧人所特有的那种艺术性，
因为那些蒙昧人生活在北方鹿和古象中间，才善于掌握这些动物的形象和姿
态。
涂饰艺术应该是十分自然地产生的，因为用炭、红土、红色和黄色
的赭石涂绘自己身体的蒙昧人，自然也能用同样的染料开始涂抹自己雕刻出
来的形象，或用它们来涂饰绘画的草图。去澳大利亚的旅行家们，由于在山
洞里躲避暴风雨，有机会吃惊地看到粗陋的湿壁画艺术。壁画上描绘的是袋
鼠、鸵鸟和土著们的舞蹈。在南非，布须曼人的洞穴被绘画覆盖着，画的有
拿着弓箭的土著，有糖牛拉着的欧洲车，还有对土著来说如此可怕的荷兰布
尔人的形象，他们带着宽缘帽，嘴上刁着烟斗。在一些像西部非洲人和波利
尼西亚人这样的部族中，土著的雕刻家们的天才多半用在制作魔鬼像和神像
上面，制作这种像是为了崇拜，是为了给无形体的神灵作寓居的住所。这样
一来，野蛮人的偶像作为雕刻的不同阶段样品，既在艺术史上、又在宗教史
上具有了相当的意义。
在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部族中，艺术已经升到了最高阶段。实际上，
埃及的雕刻与其说比以前、不如说比后来的若干世纪达到了它最好的典范的
高度，因为较古时代的石雕充满了极大的自由和生气，而图特摩斯和拉美西
斯（Ｒａｍｅｓｅｓ）的巨像那冷酷而高傲的面容，体现了半专制君主、半神的东
方暴君的最庄严的典型。在不列颠博物馆雕刻大厅中，可以看到埃及雕刻家
们的初期学派，正处在通向希腊艺术完美性的途中，但还远没有到达。他们
以其惯用的机械式的灵活技巧，用那种使今天的石匠见了都感到为难的最坚
硬的花岗岩和云斑石切雕出巨大的人形，制作出成千上万的偶像。但是，这
种跟传统有联系的艺术，不仅没有成为更加自由，反而变得越来越不自然，
变成形式主义的了。
他们善于把自己的平面分割成合乎规则的正方形，按尺度来制作头部
和四肢，但是他们按成规所制定的形体，很少能达到希腊线条的优美程度。
他们的纪念像在现代所以被认作珍品，并非因为它是艺术性的典范，而是由
于它是古代历史的见证。
在同一座不列颠博物馆里，尼尼微装饰宫廷廷院中的雪花石膏的浅
浮雕，给予人们以极鲜明的印象，好像人们就生活在亚述国，国王乘着自己
的战车出发了；或者把自己的箭投进了自卫之狮；或者在礼仪之伞的下面行
走，而那伞就撑在他的头上。我们看到了他们，那是一些士兵，乘着充气的
兽皮划于在横渡河流；那又是一支突击分队，顺着阶梯登上要塞墙，同时，
女墙上的弓发出的箭连续在射击他们；被处刺刑的俘虏，成排地在墙外面示
众。但是在这类墙上，相称性并不重要，只有表现精神才是重要的。把箭头
做得如此之大，两个就占了一整堵墙，亚述人并不觉得在艺术方面荒唐可笑。
同样地，埃及人也没有感觉到他们那国王的巨人形象，给我们新时代人所造

成的印象是多么滑稽可笑。这位国王跨过一半战场，一次就捉住十二个野蛮
矮人，把他那有力的大刀一挥，就将他们的头颅都给砍掉了。
艺术法则否定了较古老部族的绘画，因为它们形式矫揉造作，安排
布局很不自然。
艺术的法则只在希腊发展了起来。谈到希腊艺术，人们常这样说，它
本身是从最粗陋的状态，是从用木头和泥做的最拙劣的偶像发展到这样水平
的：希腊的雕刻家们充分发挥自己卓越的天才，开始用大理石雕刻出迄今仍
为全世界惊异的那些形象。但是，无论希腊人的天才如何伟大，情况却有些
不同。希腊人民在许多世纪中，都跟在地中海沿岸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有接
触。研究埃及、腓尼基和巴比伦的艺术创造是他们的出发点，然后，他们的
天才又使他们摆脱了停滞不前的古代因循守旧的形式，驱使他们直接现实地
表现生活，甚至用大理石创造力和美的理想形式。埃及的雕刻家们没有用染
料损害雕琢过的花岗岩，但是它们的许多偶像都是涂饰过的。在亚述的雕像
和希腊的偶像上，也都留下了染料的痕迹。若以为希腊庙宇的大理石男女神
像，通常跟现代洁白耀眼的雕刻画廊不同，那我们就会产生关于希腊庙宇的
错误观念。大不列颠博物馆里的希腊陶制小立像，是妇女形体和服装之古代
美的范例，只要能恢复它们丧失的色彩，它们就将成为世界上最美的物品。
埃及的绘画，在运用染料进行描绘方面，表现出了处在最低和最高
之间即半途之上的某种风格。古代埃及生活的舞台充满了可作为特征的场
面。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有皮鞋匠在拉着他的蜡线，有捕鸟者在猎捕野鸭，
有老爷和夫人在大摆宴会及听流浪歌手的演唱和吹笛者的演奏进行娱乐。但
是，埃及绘画发挥其全部智慧的表现力，也还没有完全超过我们在蒙昧人中
所见到的那种艺术阶段。再重新看一看埃及那一系列有头、有手、有脚的形
象：它们是按照成规画出来并涂上染料的，像儿童们所做的那样；事实上，
它们与其说是绘画，毋宁说是表意的文字。头发全是黑色的，皮肤全是棕红
色的，衣服是白色的，等等。由这些绘画转到希腊画，变化非常显著。在我
们面前的已经不是老一套死板的形象，而是一组组真人的草图。不仅那些希
腊画家最优秀之作，我们根据古人记载中的赞美言辞而早已闻名，就是其中
包含的较平庸形式，也给我们留下了或许宙克西斯和阿佩莱斯的作品能给我
们的那种印象。观光者第一次参观那普勒斯（Ｎａｐｌｅｓ）博物馆，就会满怀惊
异地走近亚历山大·阿辛斯的女神游乐图，走近大胆取材于《伊利亚特》中
场景的壁画和在绘画和设色方面都很优美的一群舞蹈者。赫库兰尼姆和庞贝
两城市的大部分绘画，都是由普通的建筑装饰画家绘制的，但是，这些第十
等的希腊画家继承了伟大古典学派的传统，显然证明，我们自己的绘画艺术
也从同一源泉中承继而来。
新欧洲的绘画是通过两条道路从古代艺术发展而来。一方面，希腊
绘画在罗马帝国流传并传入东方；在许多世纪中，它在君主坦丁堡的基督教
艺术中找到了主要隐蔽所。
这条道路产生了拜占庭风格，常常被称为前拉斐尔风格，这种风格虽
然还有从前古典的雅典娜那样的自由，但仍然是色彩丰富而富有表现力的。
另一方面，十五世纪欧洲发生古典艺术和思想复兴时，矫揉造作的圣像和殉
教者的画像就让位给比较自然的和优美的形式，并且在拉斐尔和米开朗琪
罗、提香和穆里罗（Ｍｕｒｉｌｌｏ）的手下，兴起了现代绘画。
在现代绘画中，来自同一源泉、来自希腊艺术但却长期分离的两股潮

流，又重新汇合到一起了。
古人们大部分是在墙壁上或在涂过蜡的木板上绘画，他们不知道用
油来和研磨碎了的染料。在十世纪才首先提到这一点。由此可见，关于在十
五世纪发明用油料颜色绘画的凡·艾奇兄弟的逸话，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
他们把油料颜色拿到日常应用中来，并且从那时起，画家们将颜料做到了和
运用到了大概古代任何时候也没靠近过的那种完美程度。在现代，古代画家
们用来绘简易略图和草稿的水彩画，也成了独立的艺术，特别是在英国。
毫无疑问，在绘画的一个部门里，新的艺术家们超过了古人——这
个部门就是绘画中的风景画。古时，无论人物描绘得如何了不起，作为背景
的粗略的程式化的山、林和房子，仍然处在近似表意文字的状态；它们与其
说是像其本身那样来描绘它，毋宁说是作为外在世界的标志。然而在现代，
艺术家的眼睛转向了自然界，他以首次赋予神和英雄、圣徒和对教者生动形
象的古代画家们所不知道的忠实态度来表现它。
现在，我们应该谈几句关于游戏的话，因为游戏也属于艺术，属于
娱乐的艺术。做游戏是为了娱乐本身而不是为了娱乐的效果。有一类游戏是
到处自发产生的，这是模仿生活的儿童游戏，这种游戏是孩子们在以后生活
中必须认真去做的事情。爱斯基摩的孩子们做用雪盖小房子的游戏，母亲们
给他们一点涂了油的灯芯，让他们挂在盖起的小房子里。有的蒙昧人中间，
有强力从邻近部落盗抢妻子的习俗。在这种人中，孩子们就做抢婚的游戏，
就像我们孩子玩的有牧师和新娘伴娘的结婚游戏一样。在所有的文化等级
上，玩具武器和玩具家具能同时使孩子得到娱乐和受到教益。北美的军人为
自己的儿子制作了小小的弓箭，孩子刚刚能拉紧它的弓弦，而太平洋上的少
年居民，通过用芦苇投掷滚动着的环使自己养成成年猎手和战士投枪的习
惯。有趣的是，文化发展了，人们就把任何一种古代实际应用的设备抛置于
一边，但在这之后，这种设备却都能保留在玩具的形式之中。例如，现在瑞
士的儿童还在玩古代用一块木头钻另一块木头取火的游戏，而在我们农村的
街上，儿童们在玩弓箭和投石器，玩自己祖先的这些重要武器。
很难确定，处于蒙昧状态低级阶段上的人，何时远离这些有实利的
娱乐而发明了只为娱乐的游戏。不过在最远的文化阶段上，这样的一些游戏
从很古时期起就已著名了。
有种小游戏，在喜欢娱乐的心坎中一下牢记住以后，可能会长久存在
于世上。古代的埃及人，正如他们的绘画所证明的，非常熟悉在我们中间仍
然保留着的儿童游戏《蒙眼睛》：一个参加者蒙上眼睛弯着身子，要猜出是
谁拍他的背。埃及人也玩猜两个参加者伸出的手指数目的游戏。这个游戏迄
今仍在中国和意大利流传着。这个游戏训练眼睛的注意力和手的灵敏性。如
果说我们的游戏中有些已存在了上千年，如玩铁环和转陀螺；那么有些则是
较为不久的新事物。例如，放纸鸢的艺术就是英国儿童从中国人或从远东任
何一个其他民族那里学来的，这不过是客船侍者出现时期前后的事。在另一
种情况下，新时代的娱乐是后来对旧时娱乐的改进：将锯的腓骨固定在皮靴
底上，用来在冰上溜走，这种腓骨供伦敦的职工娱乐了若干世纪，直到它被
钢制的冰刀代替为止。
球戏就是一种有趣的见证。它证明，有的游戏有时能够在许多世纪
中都没有变化，后来忽然变成为某种高级的形式。古代人投球和捉球就像现
代我们的儿童一样。而希腊和罗马的幼童的出色游戏是这样：分成两边，每

一边的人努力捉住球并抛到对方去。直到现在，某些英国农村中还以这种游
戏进行娱乐。用足增大皮球的游戏是它的变种。显然，远古人从未用过球棒
或球拍来玩球戏。但到了一千年或五百年前左右，伊朗人已开始骑在马上玩
球，的确，这只能借助于长长的球棒、球拍或网拍来玩球。于是就开始有了
精巧的游戏。从这时起。这种游戏就一直继续存在于东方；后来又在英国以
马上球戏的名称确立了下来。为了在马上玩球而发明了球拍或网拍以后，很
容易就用它们来徒步玩球，于是在中世纪就出现了一系列用网拍和球拍打球
的游戏（槌球戏，网球，冰球，高尔夫球，板球，等等）。
室内游戏同样也有它有趣的历史。抽签或掷骰子，在古代只可能保
留关于它们发生的某种证据。在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古代埃及人玩的那些跳
棋盘和跳棋子。希腊人和罗马人也玩跳棋子，虽然他们的游戏和现代的跳棋
游戏不同。在需要思考的游戏领域中的伟大发明，是在千年之前或下面的时
期前后出现的，当时有一个印度人；他的名字已经失传了，他坐下来研究古
代的跳棋盘和跳棋子，并从中创立出一种军事游戏，在每一方的战斗序列中，
有王和他的将、象、车、马、兵。这就是最早的象棋。这种棋经过了一些不
大的改变，就变成了现代欧洲的象棋游戏。由于这种游戏需要以最大努力把
智力集中到预见性和一系列的着数上，所以它在所有的游戏中，一直保持着
领先的地位。我们现代的棋子是属于简化象棋类，所有棋于当它们还没有走
过全盘；还没有成为女王的时候，它们都是士兵。
在史书中有这样的话：纸牌是为了使查理六世（ＣｈａｒｌｅｓＶＩ）娱乐而
在法国发明出来的。这话纯属杜撰，因为纸牌较此早许多世纪就已经在东方
闻名了。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这些纸牌经欧洲人引进并加以补充后，便超
过了它们那亚洲发明家原来的发明。
锻炼体能和智力的游戏，作为培养人类才能的一种手段，在文明化方
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赌博游戏则完全处在另一种基础之上。从一开始，这种赌博就只是欺
骗和灾祸。在我们的时代，未必能够找到很值得支持的科学观念传播缓慢的
证据；围在摩纳哥（Ｍｏｎａｃｏ）赌桌旁的一群衣着讲究的人就是那样的证据，
这群人喋蝶不休地谈着侥幸和猜想，因为在黑底或红底的赌注中存在着某种
不同。这种现象还继续存在着，虽然现在正在给学生们教或然率的科学理论，
指点他们如何计算每周赌注的固定利息——而这些赌注全由庄家一手搂走，
而且是一去不返。

第十三章 科学

科学——计算和算术——测量与衡量——几何学——代数学——物
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理学和地质学——推理的方法—
—魔法 科学是实在的、正确的、系统化的知识。蒙昧人和野蛮人掌握了丰
富的经验性的知识，实际上，没有这些知识，争取生活作斗争是完全不可能
的。原始人了解许多事物的特性。他们知道，火会燃烧而水会浸湿，重物要
沉没而轻物能漂浮，什么样的石头能当斧头，什么样的木料能做斧柄，什么

样的植物适于做食物而什么样的植物有毒，他们所狩猎的动物或会袭击见可
的动物的习性如何。他们懂得怎样治疗，更懂得怎样去杀死它们。在取火的
时候，他们是拙笨的物理学家；在调制食物的时候，他们是拙劣的化学家；
在结扎伤口的时候，他们是拙劣的外科医师；在了解其河山的时候，他们是
拙劣的地理学家；在用手指计算的时候，他们是拙劣的数学家。所有这些就
是知识。而产生了文字并且社会进入文明时期的现代的科学，正是在这些基
础上开始建立起来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一般地探求科学的产
生及其发展。因为科学方法之应用，主要是由于计算和测量，所以我们应当
首先研究人如何学会计算和测量。
即使是那些不能说话的人，也都会计算。又聋又哑的孩子玛斯雪
（Ｍａｓｓｉｅｕ）的例子，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来到修道院长希卡尔这里
之前的许多关于童年时代的回忆录中写道：“还在人们开始照料我之前，我
就知道数了，这是我的手指教会我的。”我们自己也在童年时代开始按手指
学习算术，就是到了成年时代有时还用手指。由此不准了解，任何一种蒙昧
人，在他们的语言中还没有表示三以上的数词时，他们是怎样仍会数比如说
十五个死人和伤员的，他们是用手指代表人数，连续三次举手以表示最后的
结果。
其次的问题在于数字的名称如何发明。许多由最鲜明的形象征明的
语言，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回答，是用手指脚趾来计算，导致数字名称的确立。
祖鲁人需要表示六数时，他说“ｔａｔｉｓｉｔｕｐａ”，意思是“拿大拇指”。这意味
着说话的人在数了左手所有手指后，现在又开始数右手的大拇指。当他数到
七时，例如，为了说他的主人买了七头牛，他说“ｕｋｏｍｂｉｌｅ”，即“他指了”。
这意思是他数到了用来指东西的手指。因此，在世界各地，
“手”，“脚”，
“人”，就成了数词。像他们那种所举的例子，还可以从奥利诺科河（ｏｒｉｎｏｃｏ）
的塔马纳克部族的语言中举例。他们的五的名词是“一只手”，六是“另一
只手之一”，等等，直到十是“双手”。其次，“脚之一”是十一，等等，直
到“一只脚”是十五；“另一只脚之一”是十六；由此直到“一个人”，这就
是二十。
“另一个人的手之一”是二十一，这样计算到“两个人”即四十，等等，
等等。
这种事态教给了我们一个有时被否定的真理，那就是原始人类社会
像我们现在社会一样，自己有能力前进、或有能力自我改善。十分明显。有
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这些人的祖先还没有用来表示十五或十六，甚至五或
六的同，如果他们有这些词，就不可能如此愚笨，用这么几个谈到手、脚和
整个人的句子来代替它们。我们看到，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除去自己的
手指、脚趾以外，没有用来计算同类数的其他手段。他们发现，这数只不过
是需要用几个词来表示他们在计算时的实际动作，就像类似“双手”这个说
法能够用来表示十的数词一样。后来，他们就把这些保留了下来作为数词，
而它们最初的意义就丧失了。像维族（Ｖｅｉ）黑人一样，他们把数字二十称
作“ｍｏｂａｎｄｅ”，它的本意应是“一个人被结束了”，而其本意却被遗忘了。
早已进入文明时代的各民族的语言中，很少发现其数词含有如此明
确的原始意义，或许，是因为这种原始意义起源极古，也可能有了极大的改
变。但是，在世界上的一切语言中，在蒙昧人或在文明人的语言中，除了极
个别的例外，有不可磨灭的印记证明，数词产生于按手指、脚趾的原始计算。

这种用手指、脚趾的原始计算，使得人们习惯于以五、十或以二十为一组地
进行计数，现在人们还继续采用这种计数方法。计数的五进位法，在像塞内
加尔的黑人部族中使用，他们计数：一，二，三，四，五，五——一，五—
—二，等等。我们任何时候也没有用这样的文字计数，但是却用罗马数字这
样来书写它们。十进位法是世界上最通用的，我们通常计数就属于这一种：
因此，八十三就是。
八个十和三”。在许多语言中，二十进位计数法也较常用；这种方法，
在文明欧洲的十位计数法中也留下了烙印，这一点在英语和法语中可以看
到，例如，八十三的文字表示是“四个二十和三”。因此，不能怀疑，现代
人是从原始人那里直接继承了他们最早的算术，而这种算术是用天然的计算
器——手和脚来进行计算的。这同样说明，文明世界为何采用建基于并不方
便的十位数的数字表示法上，这种十位数既不能用三除尽，也不能用四除尽。
如果我们不得不重新创立我们的算术，我们就会把它建基于一打或十二进位
法上，并用一打和一罗（十二打）来代替一十和一百。
数字名称的制定是前进中的伟大一步，但是在算术中，词语未必能
有助于达到最简化的地步。任何人在试图用词语“八千八百个三”乘上“二
百个十七”之后，而不能用把它们化为数字的推算来帮助自己，那么，他就
会相信上述这一点。人们如何进步到采用数字符号？或许可从野蛮时代的会
意文字中获得回答这个问题的起点。例如，北美的战士用标上四个小点来表
明他剥了四个人的头皮。这种方法对于不大的数字是适用的，但是对于大数
字就不适用了。因此，早在文字艺术的童年状态下，古人们就想到创造一些
专门符号来表示五个、十个、一百个等等，而仍旧只用简单的小点来表示个
位数。
这一点在插图中可以很好地看到。图 ８７ 表明如何应用古代埃及和亚
述的进位法。这种古老的方法还没有灭绝，因为迄今仍然应用的罗马数字符
号 Ｉ、Ｖ、Ｘ、Ｌ，就几乎是按照同样的原则排列的。另一种由字母产生的方
法，就是按顺序用字母来表示数字。例如，圣歌诗 ＣＸＩＸ 就附有希伯来文字
母作为标记号码，而《伊利亚特》一书就用希腊文字母作标记号码。借助这
各种各样的进位方法，古代算术做出了巨大成绩。然而所有这些进位法比起
新世界的进位法来，是极不适用的。只要写一写 ＭＭＤＣＬＸＩＸ 和乘以 ＣＣＣＸＬＶｌｌｌ
就可以说明，我们丝毫也不会忘记确信我们的数字的优越性。
为了了解数字如何发明，必须回到粗野的社会形态中来。在非洲，
能够在市场上看到用小石子算帐的黑人商人。他们算到五的时候，就把一颗
小石子放入在另一边的小堆之中。在太平洋的岛屿上发现，土著们数到十的
时候，就把不满十的一堆东西分开放在一边，而仅用一块椰子果来表示十。
以后，如有必要，就用一大块椰子果来标志十个十或一百。显而易见，这样
采取各种不同符号并不是必要的，重要的是要借助小石子或椰子来进行计
算，这就是使一个一堆，十个一堆，一百个一堆等等分别处于独立状态。采
用像石子这样一些东西作计算标志，在古代十分普遍，因而希腊的计算用语
中曾有“Ｐｓｅｐｈｉｚｅｉｎ”，这个词是从“Ｐｓｅｐｈｏｓ”（石头）来的，而相应的拉
丁文是“ｃａｌｃｕｌａｒｅ”，也是从“ｃａｌｃｕｌｕｓ”（石头）来的。用石子作为计算
标志，迄今仍然作为遗留保存在英国居民的文盲层中。
为了调整这类用石子计算的顺序，需要一种算盘，或带分类的计算
盘。这算盘有各种形式。例如，罗马的算盘是在一些小木柱上穿许多小孔或

安上许多节，而中国的算盘则是把许多木珠穿在许多金属丝上，当地商店里
的会计就用它们迅速而准确地计算，其迅速程度和准确程度远远超过使用铅
笔和纸的欧洲帐房办事人员。俄罗斯的商人们可能就是从中国传入这种计算
方法，他们同样采用这种方法进行计算。据说，在拿破仑侵略时期，有个法
国人在俄罗斯看到这种计算方法之后，大为惊奇，认为它们能够很好地用来
教儿童们算术。因此，他把算盘引进法国，它又从这里进入英国的初级学校。
不论使用那种算盘，它们的原则是相同的，就是盘面分成若干行，第一行的
石子、豆粒、小木柱或木珠，表示个位，第二行表示十位，而第三行表示百
位，等等，如图 ８８。在这里，右面一行的三颗石子表示 ３，下一行的九颗石
子则表示 ９０，第四行的一颗石子表示 １０００，等等。
进一步完善在于取消不适用的石子或豆粒，也在于在行中记下数字，
如插图中用希腊和罗马的数字符号所表示的那样。而现在，会计没有拙策的
器具也已经能够过得去了；他只要在纸上画上线，造成个位行，十位行，百
位行，等等就可。当然，读者已经看出，完全没有必要遵守算盘的原则，每
下一行都较前一行多十倍。它也可能是多十二倍，或多二十倍，或多某种需
要的倍数。不过这种计算仍然为数字没有行不成这种缺点所苦，因为甚至从
个位到十位的每个数都有了一个独立数字来表示时，有的计仍然可能会留下
空白（如图中所特意这么做的那样）。在取消行的情况下，那就会导致一切
都混乱不清。
现在，我们觉得用一个符号来标志空行是最简单的事，由于已经学会
了借助零或符号 ０，因此，算盘上表示的数字，现在书写起来就投有任何行
了——２４１０９３。
这种在实践方面表示“无”的符号的发明，是在科学中迈出的最伟
大的一步。正是零的采用，构成了古代算术和我们的方便计算之间的全部区
别。我们认为这是阿拉伯人的发明，因而采用了术语“阿拉伯字码”，然而
阿拉伯人自己却称它们是印度字码。这两种名称都含有几分真理，因为有些
民族是向另一些民族学习了算术。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有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这些字码是在亚洲发明的，还是起源于欧洲，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的算术。但是，主要之点则毫无疑问，那就是，新
时代的算术起源于古代按照算盘各行的计算，而这种算盘后来为书写圈或零
来标志空行所改进。借助于这种符号，现代的儿童们能够轻易地进行运算，
而这种运算对于古代的计算者来说，是极端困难的。
现在，我们转来谈谈测量技术。很容易就能立即想到，也像计算一
样，人最初是借助自己的身体来进行测量的。当野蛮人借助自己手指的宽度
知道一支矛比另一支矛长多少的时候，或者在建造茅屋的时候，他们想到应
当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前面，以取得两柱之间的距离，他们就使测量技术走
上了第一阶段。迄今为止，我们在从事粗糙工作时有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例
如，我们用手势来表明马的高度，或用步子来量地毯的大小。
如果选择的是中等身材的人，那么，能使测量十分正确。原始的方法
就是这样，未必能加以怀疑，因为掌握了较精确手段的文明民族，至今也还
采取身体度量的名称．如肘，掌、足（英尺），拃，指，等等。不过，这些
名称虽保留着借助人体器官的早期测量的回声，它们在现代也只是用作人们
偶尔能按其大小与之十分相近的度量单位的方便名称。
例如，人的一足长为一福特，如果把它作为定则，当然是极大的谬误。

我们的新测量法，是借助标准度量进行测量。这种标准度量，我们
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只不过作了或大或小的改变。埃及人和巴比伦人把具
有为标准度量所必需的一定精确长度的一段木头或金属拿来应用，这是文明
史上的伟大一步。至今还可以看到分成若干节的埃及的肘，而巨大金字塔中
的皇帝房间，长有二十肘，宽有十肘，极为精确。
一肘等于 ２０．６３ 英寸。我们的福特在最近几世纪中没有变化，跟希腊
和罗马的福特也不太相等。
法国人在第一次革命时期作了大胆尝试，抛弃古代的传统度量而直
接取法于自然，于是就制定了公尺，它是赤道和极之间距离的千万分之一。
但是，这种计算原来并不精确。所以公尺在现代实际上是陈旧了的标准度量，
然而同样是一些度量，那种分成若干细度的公尺在使用上便利性是如此之
大，在全世界越来越多地为科学工作所采用。在最早的某些时代，文明民族
中就已经开始使用天平和液体及颗粒体量器。我们现代的度量单位，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度量单位。例如，榜和英两，加仑和品脱起源于古
代罗马的量和度。
人们可能很快就从用英尺测量长度过渡到用平方英尺来计算面积，
例如某种长方形的面积。但是，计算面积，较简单图形极少采用较复杂的几
何原则。发明几何学——也就是“测量学”的荣誉，希腊人认为应属于埃及
人。在古代故事中可能包含某一部分真理。根据这种故事，由于要把尼罗河
岸上用淤泥施肥的土地划分成若干部分，这种技术就有了产生的基础。在不
列颠博物馆有一部古埃及测量指南（林德 Ｒｈｉｎｄ 古抄本），这是世界上最古
的书籍之一，写于欧基里得时代之前一千多年时期，这部书指明，埃及人当
时在几何方面知道了什么，还不知道什么。从他们的几何的图形和实例得知，
他们采用了正方形的度量，然而只用粗略的方式来计算它们。例如，为了测
量三角形地 ＡＢＣ 的面积，他们用 ＡＢ 乘 ＡＣ 的一半，这只有在 ＢＡＣ 是直角的情
况下才能是正确的。当要求埃及人求出圆地的面积时，他们就减去直径的九
分之一，并取剩下的正方形部分。例如，假若直径等于 ９ 杆（１ 杆＝５１／２ 码），
那么，他们发现，这块圆形地包括着 ６４ 个正方形的杆。经过核对，与实际
是非常相近的。
十分明显，这是几何学的开端，并且可以相信下面的证据：像泰勒
斯和毕达哥拉斯的希腊哲学传到了埃及，使得这个国家的牧师——几何学家
获得了智慧。但是，这些埃及的数学家，作为牧师阶级的成员，却开始把自
己的这些几何规则当作神圣的，因而也是不可改进的；这样，使他们那些与
此无关的希腊学生们，在寻求更完善的方法上得以大步前进。于是，希腊的
几何学就取得了由欧基里得的伟大著作传到现在的那些成绩。
欧基里得采用了他的前辈所熟知的定理，同时补充了新的内容，并且
全都合乎逻辑地加以证明。
但是，可以设想，初等几何学实际上并不是借助那些像欧基里德所
采用的定义、定理和推论方明出来的。它的萌芽事实上发生于土地丈量员、
石匠、木匠和裁缝的日常工作之中。这一点，可以从古代印度祭坛建造重的
几何定理中看出来。这些定理告诉石匠，不必在几条线构成的平面上绘图，
而是在有一定距离的两端立起竿子，竿子之间拉直绳子。如果我们在两个小
木柱之间拉紧一条线，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拉在的线比别的线短。这就能
使我们猜想出；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短的定义是怎样得出来的。同样，每一

个木匠都知道直角的性质，并且惯于使用平行线或两条彼此距离相等的线。
对于裁缝来说，直角则是另一种手段。假定说，他剪一块重叠的布，以便打
开做接角布或图 ８９ 上的 ＢＡＣ 楔形布块，他就应当按直角 ＡＤＢ 来剪，因为不
这样，剪下的布块展开之后就会或者凹进，或者凸出，就像在图中所看到的
那样。若照直剪，ＢＤＣ 展开就成一条直线，他不能不看到，边 ＡＢ 和 ＡＣ 及角
ＡＢＣ 和 ＡＣＢ 必定彼此相等，因为在剪裁时，它们是边对边、角对角地重叠在
一起的。因此，借助这种所谓裁缝几何学，他就得出了欧基里德定理，这种
定理在现代就是以“驴桥”的名称而著名的。
这些很容易理解的几何图形的性质，很早就在实践上为大家所熟知
了。但同样正确的是，古代长期并不了解现代属于基本训练的那些问题。例
如，我们只是谈到了，埃及的测定地界者不能为测量三角地确立精确的定则。
但是，如果他们想从一张草纸上剪下一个三角形图，像我们在图 ８９．３ 上对
三角形 ＡＢＣ 所能做的那样，如图上所表明的把它放下，那么，他们就会发现，
它是放在长方形 ＥＦＨＧ 内，因而，它的面积就是底与高之半的乘积。他们也
能够看到，这不是什么偶然性，而是一种属于所有三角形的本性，而且，正
如同时所表现出的，Ａ、Ｂ 和 Ｃ 三个角一同全放在 Ｄ 上，就形成了两个直角。
显然，较早的埃及几何学家，连三角形的这一特性也不知道，而希腊的几何
学家们，却早在欧基里德时代之前就借助某种方法熟悉了它们。
显然，叙述数学发明之起源的古代历史学家们，并不总是明白他们
所说的。例如，他们谈到泰勒斯时说，他第一个把直角三角形内接于圆，在
这之后，他就用牛上供了。
但是，这样卓越的数学家未必能知道聪明的木匠有时知道的事情；木
匠需要时能把长方桌对称地改成圆桌，这就包含着内接于半圆中的直角三角
形的问题，如上图所见。或许，事实上这故事的意思是泰勒斯第一次对这个
原理做出了几何学的证明。同样地也谈到了毕达格拉斯，另一种说法，说他
发现了直角三角形之弦的平方等于其余两边平方之和以后，就用百牛牺牲上
供。这个故事对于不许以任何动物上供的哲学家方面来说，似乎不太可信。
至于发明者，他可能是在实践中凿平方石以铺路或制做屋瓦的著名瓦石匠。
例如，当底有三块瓦长，而垂直线有四块瓦长时，斜边就将有五块瓦拉；在
它上面构成一个长方形所需的瓦数，就等于用它在其余两个边上共同组成一
个长方形所需要的瓦数。
毕达格拉斯采用了类似的实际规则，或者他通过研究算术的平方数得
出了这个原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数第一，是他第一个把一切三角学和解
析几何学都以之为凭借的直角三角形的性质确定为普遍规律。
在古代数学史中众所周知的仅仅是，这门科学的奠基者是测定地界
的埃及人及巴比伦人，他们在算术中的技术，可以从他们所编的并迄今仍保
留下来的平方数和立方数表中得出结论。后来，起初曾是这些最古老学校学
生的希腊哲学，很快地就超过了自己的先生，并把数学——正像这一名称本
身所意味的那样——提到了教人的头脑严密而准确地思维的“指南”的高度。
初级阶段的数学，主要是由算术和几何组成的，因而就与某些数和
量有关系。但是，在古代，埃及人和希腊人就已经在研究处理没有确定号数
大小的数的方法，而印度人的数学在同一方向上走得更远，已经采用了现在
称作代数的方法。
应当指出，采用字母作为代数的符号，并不是借助侥幸的悟性一下

子发明出来的，而是由较早的并且较拙笨的方法发展而来的。从一本梵文书
中得知，在印度，起初标志未知数是借助“某数”这个术语，或者是借助花
的名称：“黑花”，“蓝花”，“黄花”。
后来，为了简短一点就开始采用这些词的最初的一些音节。例如，假
若我们需要表示出“未知数字的二倍平方”，我们原来称为“某数的二倍平
方”，后来就缩简为某 ２ 方，这就跟印度人在解决例如科尔布鲁克的《印度
人的代数》中所提出的问题时的作法、极为相似。那个问题是：“一窝蜜蜂
数的一半的平方根，飞到了茉莉丛中，也就是全窝的十分之八；一只雌蜂跟
一只留下的向荷花嗡嗡飞去的雄蜂窃窃私语，雄蜂被荷花的夜香引诱住，便
停在荷花里面。亲爱的女士，请问蜜蜂的数目是多少？”这种印度人的方程
式是由那种因缺乏较晚在欧洲发明的方便符号＝、＋、－而不合体的方法来解
决的，但是，负数被标出了，而这个方程式却按通常的平方方程的方法解决
了。阿拉伯的数学学会了这种惊人的印度人的方法。通过阿拉伯数学，这种
方法在中世纪闻名于欧洲。赋予这种方法的阿拉伯名称是“ａｌ－ｊａｂｒ、ｗａｌ－
ｍｕｋａｂａｌａｈ”，也就是“联合”和“对立”，意思是现在方程式一部分的数向
另一部分进行转移。由此也就产生了现在的代数语言。
高等数学在欧洲完全确立下来，大概不早于十七世纪。当时，笛卡
尔把代数系统地应用到了几何学中，而伽利略关于球体轨道或抛石轨道的研
究，则引发了导致牛顿的流数和莱布尼茨的微分学的思想。数学借助于他们
提高了它在现代。所获得的那种地位和意义。数学的代表符号没有丧失其最
初的缩写字形的痕迹，例如，ｎ 迄今为止仍然用来替代 ｎｕｍｂｅｒ（数目），而
ｒ 替代 ｒａｄｉｕｓ（射线），同时像√，代表速写的 ｒ，起 ｒａｄｉｘ（根）的作用，
而 Ｓ— — 古代的 Ｓ— — 在求积分时用来替代 ｓｕｍ（和）。
机械学和物理学在现代构成了我们认识宇宙的基础。但是在古代野
蛮时期，人们对于它们只有最粗浅的了解。蒙昧人如此了解投掷武器运用的
方法，因而能瞄准并命中目标。当他们把自己的斧头多半是实在长柄而不是
短柄上的时候，他们也同样明白如何运用杠杆原理。但是，他们未必能把这
些实践中的了解，提高到原则和规律的程度。即使是东方的古代文明民族，
就大家所知，也不能对机械学的规律进行科学研究，虽然他们会借助杠杆抬
起石头垂直地放在墙上，借助垂线来衡量黄金的分量。这一点还被一种设想
所证实。如果希腊人知道这些规律，那么，他们大概是从东方民族学来的。
同时很明显，这些科学是从希腊的哲学家中诞生出来的。他们开始讨论亚里
土多德时代的机械学问题，但是，他们讨论这些问题远不总是正确的。例如，
他们认为，物体受地心吸引，它的重量越大，它落下得就越快。科学机械学
的奠基者是阿基米德。他从杆秤的实验中研究出了杠杆的规律，并且由此引
出了下面这种情况，即物体中心周围的各部分是平衡的，而这个中心现在就
称作物体的重心。他还提出了物体浮力的一般理论而中世纪的数学家们未必
能理解这种理论。
实际上，在古典时代之后，机械学在全部漫长的死气沉沉的时代中，
遭受了一切知识的共同命运。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东西都被遗忘了，留在
记忆中的只是那种隶属于繁琐神学的东西。现代的读者有时可以看到，“古
人的智慧”有时仍然作为科学的权威而展现出来。但是，中世纪的学者们能
够实际地看到它们，就像看到自己的教师一样。
希望看看格伯特（罗马教皇希尔维斯特二世）的书。格伯特作为十世

纪的进步数学家之一，他努力测量三角形面积，就像某一位古代的埃及人那
样，其实，欧基里德所确定的较为确切的方法，早在古代就已经为大家所熟
悉了。
如果在古代的知识宝库对于基督教来说已经丧失的那个时代，伊斯
兰教的哲学家们即使对这座知识宝库做出了新贡献，也没有成为它的守护
者，那么，作为科学的物理学就可能完全消失了。伊斯兰教的哲学家们这方
面的功绩并没有经常受到足够的重视。在谈到伽利略时，人们讲述了一段有
趣的轶事：好像他是因为观察了比萨中央大教堂内圣像前悬挂的大长明灯的
经常摆动，才发明了钟摆。事实上原来早在六年前，伊布恩·尤努斯和其他
阿拉伯天文学家们，就已经在他们的研究中采用钟摆来作为测时仪器了。
当然，伽利略在科学领域全部功绩中最伟大的，是他确定了关于力
和运动的较为明确的概念。自古以来人们就受到自己感觉的欺骗，于是就错
误地认为，运动物体的力逐渐减弱，并且运动物体自动停止。关于力的这种
观念在下述新原则的影响之下改变了。
按照新原则，使运动物体停止所需要的力，与使物体运动所需要的力
相等，因此，如果反作用力不减缓箭矢或车轮的速度，那么不论箭矢的飞行，
还是车轮的转动，都是永无止境的。
数学作为科学之附录的这个时期，其他各种新发现一个个地接踵而
来。如果阿基米德能够复生，他就会看到，最后，当借助托利切里的气压表
来测定空气的运动，当斯蒂文因布吕赫而发现了力的平行四边形原则的时
候，运动就开始前进了。由于人们不得不研究磁铁如何吸引在一定距离内的
铁、玻璃和其他物质，经过磨擦又如何获得吸引力，结果，思想家的头脑中
就产生了关于吸引力的概念。这样一来，就为牛顿的类似吸引力的引力计算
和他借助这种力对天体运动的解释，为牛顿为了全部可见世界而确定的一个
宇宙规律的阐述，开辟了道路。
在现代物理学确立的伟大规律中间，有一个能量不灭定律，根据这
个定律，无论在自然过程中，也无论在人的机械中，力既不创造，也不消灭，
而是变成为跟发生在它之前的另一种形式等量的新形式。思想家的智慧常常
集中在自己不断恢复能力的永动机的发明上。但是，在当代，这种思想是如
此受到鄙弃，当某个好作空洞计划的人摆出设计一架荒唐的机器时，只要向
他指出，假如他的机器能够运转，那就可能是永动的，这就够了。
现在我们把论题转到化学上来。它开始于实践过程中，像从矿石中
熔炼出金属块，把砂和碳酸钠熔合为玻璃，借助收敛性的果壳或树皮来鞣革。
最古老的文明民族都知道这些和许多其他的化学生产的方法。希腊人和罗马
人不仅学会了这些方法，而且有时还在旧的知识宝库中增添一些新的东西。
例如，大家都知道，他们从朱砂中蒸馏出水银，用醋对铜进行加工制造绿青
颜料。与数世纪前的这些实践中的方法相并列，文明民族同样也产生了科学
的化学之最初的模糊轮廓。希腊的哲学家们用关于火、气、水、上这四大原
素的概念，来表达他们关于物质状态的概念。他们也知道或自己想出了物质
由原子构成的学说，即在当代化学教程中获得了较以前任何时候都大的作用
的原则。阿拉伯的炼金术士和他们那些中世纪基督界的学生，变成了希腊人
的继承者。他们确信物质的状态或形式可能是变化的。他们的这种信念驱使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把非贵重金属变成黄金的试验中的蒸馏器和火炉之间，
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并不令人惊异的现代化学家来说，如果已经发现许

多所谓元素，原来都是同一物质的各种不同的形式，炼金术者的思想本身也
就不完全没有道理了。这种思想在实践方面引导炼金术士通过试验去探求真
理。虽然他们并没有找到点金石，他们的努力却导致了像酒精、阿莫尼亚、
硫酸这样一些物体的发现。他们那建基于现实研究之上的方法，越来越清除
了在其发展过程中曾与之交织在一起的魔法的荒诞性，而炼金术士为现代的
化学开辟了道路。
我们再从物质的化学性质转到生物界来。从一开始，生物的较为明
显的领域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观察。虽然动物学和植物学受到对动物和植物
的形式和习性的观察的局限，蒙昧人和野蛮人却仍然十分熟悉它们。这样一
些民族，例如，南美洲森林中的土著，他们有每一种鸟或兽的名称。他们如
此精确地知道这些动物的声音、住所和迁移，以致能够使他们为之做密林向
导的欧洲自然科学家都感到惊讶。巴西土著的动物和植物的名称（这些名称
是对它们的本性的有趣描写），能够编成不大的一卷。例如，他们把一种植
物称作“ｉｐｅ－ｃａａ－ｇｏｅｎｅ”— — “小路上的催吐植物”。这也就是我们的吐根
树。
人类普遍掌握了这一类通俗的自然历史。在解剖学方面也一样。当
蒙昧人杀死鹿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剥皮，除掉内脏，煮它的肉、心、肝，用
它的毛皮制作衣服和皮带，用它的长骨削尖了头儿做鱼杈或锥子，用筋脉做
线。不言而喻，应当说他们是掌握了解剖动物的相当不错的简单知识。野蛮
人战士和野蛮人医生，除了这种屠夫的解剖以外，还要熟悉人体的构造，这
一点可以从《伊利亚特》里对英雄创伤的描写中看出。在《伊利亚特》里描
写着枪击中了一个人心脏下的横隔膜，而另一个人肩上的韧带被打断，致使
他的手无力地垂了下来。
当亚里士多德写出了关于动物的书，而希波克拉底从祭司和神官们
的手上取得医术，把医术变成为用食饵疗法和药物治病方法的时候，上面谈
到的那类简单知识，在希腊人那里就升到了科学水平。在古代这一时期里，
已经很好地理解了身体的机能，这一点，例如，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
不再把来自大脑又回到大脑去的神经跟牵动四肢的腱混为一谈，即使仍然继
续使用同一个希腊词“ｎｅｕｒｏｎ”— — 神经来表示这两者。应当明白地指出，
古人长期不可能了解，什么是肌肉，肌肉是如何运动的。他们完全不明白血
液循环，虽然他们对它有某种观念，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的著名段落
中可以看到，在那段书里，把心脏比做喷泉，这喷泉为了供给身体营养而把
血液输送到各处去；而身体就像布满高低不平的灌溉渠的花园一样。
尽管古代知识很不完善，但却仍能明显看到，新科学就建基在它们
之上。例如，加林分类法的医学术语像诊断疾病至今仍然采用。但是，在人
体科学中，现代的研究家们远远地超过了古人，因为现在显微镜使得最细的
脉管和组织，都成为可以看见的了，因为血液循环过程和呼吸过程，消化的
化学作用和神经电流的运动，现在都为我们所熟知了。
亚里士多德从死材料出发，经过一系列动植物来按迹探求生命现象，
在他的原则中，自然的历史仍然在继续发展。当代的自然科学家们，例如林
耐，他们使古代的分类达到非常完善的地步，现在已经能够掌握我们以前从
未见过、也未听说过它的名称的植物或动物了。只要研究了它之后，就能确
定它应属于那一类和那一种。除此之外，自然科学家们总是力求了解，为什
么上千的种归在系组或类里，为什么每一类中的各种具有某种共同点，为什

么类又归到高一级的系组或序列里。组成类的各个种之间的共同性是亲族的
共同性，而这种亲族的共同性依赖于这一事实，即这些种实际上是同一种族
或同一本根的变化了的后裔：这种思想正是那种发展论或进化论的基础。这
种理论在许多世纪中存在于自然研究者的头脑中，在现代，享有如此之大的
权威。在这里，不容讨论关于起源或发展的学说，但是却要回忆一下，“类”
这个词最初的意思就是家系或亲族关系，所以把马、驴、斑驴、斑马并提当
作属于同一类动物的自然科学者，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它们全都出自一个
祖先，彼此是远亲，而这也就是发展论的基础。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显然
容易理解，这些科学的萌芽是如何从人的感觉证明中发生的。住在某一原始
森林地带的没有任何知识的孩子们，不言而喻，他们认为大地是圆的，或多
或少是不平的，上面有穹窿或从地平线升起的苍穹覆盖着。因此，关于世界
的自然的和最初的概念是这样：它像一个带盖的大圆盘子。能够在许多地方
找到这样的一些原始部落，它们正是这样想的，并且形成了这种概念，以便
解释所有像雨一类的现象。对他们来说，雨就是从上面天顶裂缝中漏下来的
水。这种苍穹上面布满了被编定的星星，处在距地若干英里的地方。
什么也引不起蒙昧人思考。太阳处在距他们比云远得多的地方，正
像他们所看到的，太阳就投入在云里。蒙昧人认为，太阳沉落到西方的海里，
或地平线上的某一个孔里，又以同样的方式出现在东方。因此，日落和日出
就提醒最初的粗浅的天文学者去信仰地下世界或阴曹地府，太阳在夜间就是
通过它那里；而许多民族都认为那里是死人灵魂的住所，当人们过完了生命
的光明时日之后，就像太阳那样投入死夜。太阳和月亮在天空运行，就像是
实在的神或最低限度是类似的天力，在牵引着它们或领导着它们。在日月蚀
的情况下，天上特别明显地像是有生物，当时，一些无形的怪物捕捉或吞下
了太阳和月亮。这一切是非常自然的，事实上也是如此自然，天文学在欧洲
也还没有根除这类观念。不多几年之前，有位学校教师被停止讲授英吉利西
方天文学的课，因为当时，他试图使乡村居民相信地球是圆的，并且是动的，
结果引起了居民们对他的不满。这些居民在地球上住了一辈子，他们确切地
知道，地球是平的，并且是停着不动的。
最早的天文学的一部分，就是用日、月、星来测定时间，它是如此
恰当，而从那时起一直保留下来。一天和一月一下就确定了下来。用多雨时
节、冬时或植物生长时期作为一年的时间，是一种不太精确的计算时间的方
法。例如，蒙昧人说到自己父亲的死，他就连续说三个多雨季节或三个冬季
以前。原始部落的人，他们观察星星，以便按照它们来寻找道路，同样也看
到，特殊的星或星座的沉没或升起，表明了一年的时间。例如，南澳大利亚
的土著们称天琴星座为“伦鸟”，因为他们发现，每当天琴星座同太阳坐在
一起时，便开始了拾到当地一种名叫伦鸟的蛋的时期。不言而喻，一年周期
的大量事实，如太阳正午高度的变化，一天的长短，想必所有的人们——即
使还没有对这些现象做某种精确测量的那些民族的人们，都注意到了，毕竟
会存在即使是模糊的关于年的概念。
其次，在一年之内，具有某种正确性地又分为一系列的月。例如，印
第安人中的奥基伯威人按顺序是：野稻月，落叶月，冰月，滑雪板月，等等。
不过，这类的月只是如射中一般，配成一年。事实上，非文明社会的历法是
以下列的事实作为特点的：人们虽然都知道日、月、年，但是这些日还没有

正确地配成月，也没有确定由多少月——尤其是由多少日组成一年。
如果我们由这种历法转过来看看古代文明民族的天文学，那么，我
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观察还是计算，都获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许多世纪
中观察并记录了天象的天文学家——祭司，还没有摆脱他们种族祖先——野
蛮人关于被看作整体的宇宙像什么的那种观念。在埃及的《亡灵书》中，死
人的灵魂同太阳神一起通过西天门降下来，并且沿着地府的田野和河流旅
游。亚述的证据也同样地传达着阴间的情况，在那里，伊什塔尔降落到飞行
着幽灵们的一所黑房子里，人们可以进到这所房子里去，但他们进去就出不
来了。
虽然埃及人掌握着这种原始的天文学，但是他们却相当精确地按照
东西南北四方建立了巨大的金字塔。在计算一年的时候，他们不只把十二个
月作为一年，把三十日作为一月，又插入或补充了五日，以便构成 ３６５，而
且得出结论，说这并不是十分精确的，他们指出了一年的变化，暂时还没有
完成在 １４６１ 年由天狼星上升时所决定的完全周期。鄙野之人的天文学前进
得更远，他们关于蚀的解释统治了两千多年。在野蛮人的天文学中，五大行
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比起太阳和月亮来很少引起注意。
但是在鄙野的人们中，所有七大行星构成一组作为崇拜的对象。对它们的观
察，也就成了七数神圣意义的出发点。由此，七数也就传遍了古代所有的神
秘哲学。在巴比伦人那里，可能正是对行星运动的天文学研究，导致行星沿
着七重透明的天运动的理论。迄今为止，人们还在继续说到达“第七重天”。
当巴比伦人和埃及人长期积累的知识宝库转入希腊人手中的时候，
在天文学中就有了下列的伟大进步。希腊人的天文学跟关于地球是球状体的
观念非常熟悉。他们计算了它的圆度，并且通常把它放在宇宙的中心，测量
看得见的天体运动。这种体系，以最完善的形式而著名的是普托勒玫体系，
直到中世纪末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当时它跟哥白尼的太阳中心体系进
行了竞争。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重述后一种理论在开普列尔和牛顿手中如何
成为宇宙机械论，以及最后，人们如何摆脱他的小行星是宇宙中心点的妄想。
地理学是实践性的知识，是最原始的部落所十分通晓的知识，因为
问题涉及到他们自己所处地区的位置，河流、山道的位置，通过森林和沙漠
到达某一远方的狩猎地点或能找到制造斧头的硬石的小丘所需要的日数。某
一民族，不论它如何缺乏文明，它也总是给自己的山河起一个像“红色的山
丘”或“海狸河”那样的名字。实际上，地图册上有数百个这样的地名，这
些地名在语言中曾经有过意义，而那些语言现在连一个人也不说了。科学的
地理学是从人达到能给地图的时代开始的。绘地图这种技术，如果不教授的
话，蒙昧人未必能会，但是，这种技术，最初的文明民族却是众所周知的。
最古的著名地图是埃及的埃塞俄比亚金矿厂平面图。最早提到试图绘制世界
地图的地理学家是希罗多德，他谈到了亚里克塔戈尔描绘着所有大地表面、
海洋和全部河流的青铜板。
但是，古人所了解的世界，是他们自己国家周围的极为有限的一部
分地区。仔细研宪一下格拉德斯通《世界之青春时代》中描绘世界的地图，
我们就会看到地理学的发展。
这个地图根据荷马史诗来描绘世界，描绘处在地中海周围的一群群民
族，和把整个世界束缚起来的奥凯亚沃斯。后来，根据像斯特拉博这样的地
理学家关于世界的观念，认为大地形成了广阔的椭圆形，它从赫耳库勒斯的

两大石柱伸展到遥远的印度，从热带的非洲到极寒的欧洲。
解释大陆和海洋如何获得现在的位置，这是地质学的任务。地质学
属于最新的科学，但是，地质学的问题，早就已经引起了原始人的深思。甚
至格陵兰人和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们，都注意到了地下和高山上的生物化
石，并且这样解释它们的来源：有一个时期大地是被水覆没的，或者海洋升
到最高度，淹没了山，在山巅沉积下了鱼类的残余。在希腊科学发展的初期，
希罗多德做出了关于埃及盆地的正确假设，说它是由于尼罗河泥沙的淤积而
形成的。他认为，山上的贝壳证明，有一个时期，海洋是处于现在大陆延伸
的地方。但是，大概经过了两千年之后，这种思想流派才在新时代的地质学
家们中间找到了继承者，现在，大地已经为他们展开了冲积和洗刷、地层的
升降和从远古时代即生存在它上面的动植物的更替的历史。
各不同科学部门的成就，沿着比较全面地研究的事实和根据所取得
的材料来确切地推理的路线而一世纪一世纪地前进，这一点，由于这种对各
种不同科学部门的概观而变得明显了。推理的理论，或逻辑学，是一种独立
的科学。但是跟其他科学一样，它获得了人所从事的技术的性质。不停留在
问题上，这就是人采用推理的原因。人在无数的世纪中在思维时或同别人谈
话时进行推理，直到人出现了建立规则的思想，出现了应当如何完成推理的
思想的那个时代为止。实际上，语言和理智一起工作。分为名词、形容词和
动词的语言，已经为推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当语言使人们能够区分出重
的或轻的木头的种类，能够组成像轻水漂浮、重水下沉的句子时，人们就完
成了走向科学方法的远非平常的一步。推理主要赋予了希腊哲学以科学的性
质，而在亚里士多德创立三段论法以后，使得论证具有了相当正确的方式。
当然，最简单的论证形式总是属于实践推理。蒙昧人因为知道那种
烧得发红的煤块能烧伤身体，所以不需要感谢一位逻辑家向他说明，任何一
块烧得发红的煤都会烧伤他的手指。不应当设想，作为科学的逻辑学的发生
能立即终止错误的论证。希腊人唤起人们向知识领域全面前进，比起他们实
际研究的精确论证——一特别是在数学中的精确论证要快些。当著名的亚力
山大博物馆开始繁荣的时候，科学的重要性受到了承认。这个博物馆即现代
大学的原型，它有巨大的图书馆，有实验室、植物园和动物园。这里聚集有
数千学生，他们在教授们的指导下学习数学、化学、解剖学；而那些教授们
聚在这里，在教学生们的同时自己也在学习。
回顾一下从这一科学中心的繁荣期和启蒙时代经过的十八世纪时期
的科学史，我们看到，虽然也有某种成就，但是它仍然不是如所能预期的那
样。一般地说，事态转趋恶化了。所谓经院哲学在欧洲的统治时期对科学具
有不利的影响，部分是由于对过去时代权威的过分尊重束缚了智慧，部分则
是由于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们极端信仰论证的力量，他们幻想不扩大实际知识
的储备量，可以借助一种关于世界问题的推论来解决世界问题。
新哲学运动跟作为它的主要代表之一的培根的名字，结合在一起。这
种新哲学运动使人们重新回到既借助实验又借助思维来工作的正确的古代方
法上来，但是，现在只是在实验领域里进行最好的探讨和较为精确的观察。
实验本身是按照最有系统的思想的指示进行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每周都能获得珍贵的自然事实，并且使统一这些事实的规律越来越严整。我
们掌握着最好的实际证据，这些证据证明，现代的科学正沿着正确的道路前
进。

有志于把粗野的和古代的民族的脑力活动跟我们自己的脑力活动加
以比较的人，可以研究下面这一种课题，这种课题由于没有实际效益在现代
受到轻视，但是，它在证明末能受到科学教育的脑力如何工作方面却极有教
益。这就是魔法。在较早的知识阶段上，人们对建基于类比或简单的观念联
想上的推理，比我们远为信赖得多。在从已知向某种新的未知过渡时的类比，
或按照相似的推理，总是——现在也仍然是脑力在其探求真理过程中的天然
向导。只是它的结果必须由经验来检验。
当澳大利亚人拾起欧洲水手们抛弃的瓶子碎片时，这种新物质同他
们的名片的相似之点，立刻就启发蒙昧人去进行用瓶子碎片做枪尖的试验。
经验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类比来推理是正确的，因为用碎玻璃完全能
够达到目的。北美印第安人由于缺乏烟草，就用同样的方法去寻找跟它或多
或少有些相似的植物，例如柳树的皮，这种植物同样能够为他们效力。蒙昧
人所掌握的实际自然知识，是如此之多，它不可能只是通过偶然观察的方法
积累。蒙昧人必须在许多世纪中经常注意观察和试验新事物，以便看看它们
的性质跟和它们部分相似的那些已知事物的性质有多少相符。
在问题能够引起实际试验或借助经验来检验的地方，这类研究方法
是完全科学的。
但是原始人希望知道和去做远为困难得多的事情。例如，他们希望知
道禽兽繁殖丰富的地方在哪里，希望知道如何预先查明他们的敌人是否临
近，希望知道自己如何能防备闪电，希望知道如何能毫无危险地投抢去刺死
那个他所仇恨的人，等等，等等。在这类超过他们有限知识的事情内，他们
满足于根据想象的相似或想象的类比去行动，由此就产生了魔法。仔细看看
“神秘科学”，就很容易从中看出那些原则，如果谁能在自己的头脑中重现
那种为这些原则所特有的儿童的智力状态，那么这些原则就变得十分明白
了。
什么也不能像占星术的规则那样如此鲜明地显示出魔法来，虽然占星
术远不是最低级的魔法。
根据占星术，在天牛星座下降生的人，想必有宽额和厚唇，性格将
是粗鲁凶暴，冷酷无情的。假如他降生在天平星座下，他就将有一颗公正而
沉着的心。这全是由于两个特定的星座偶然获得了牛和天平的名称而发生
的。同时也可设想，孩子降生的时刻跟这类星座有某种占星术的联系，应当
具有跟真正的牛或真正的天平的特性相似的性格。对于行星也一样。假如婴
儿是处于火星在中天时的感应之下，婴儿就将是勇敢而无畏的；但是，假如
火星是处在“低位”上，那么，他就将是一个好自吹自擂、厚颜无耻的闹事
鬼，总是准备抢劫和杀人。假如他降生在金星上升之时，他就将完全是另一
种人：他有一副讨人喜爱的面孔，和善于说情话的优美嗓音。
虽然这实际上是荒唐的，但是却还不能认为完全是不可理解的。在
这里表现出一定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很容易地就能探求出来，虽然它甚至
未必适用于开玩笑，更不待说它是不适于严肃的推论了。然而至今流传于野
蛮人中的魔法，正是如此。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希望明天杀死一只熊，
就吊起一个用草做的粗糙的动物模型，然后射它，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象征
性的动作能招来事实。澳大利亚人在埋葬死人之后，为了知道他们能在哪个
方向找到杀害他们朋友的凶恶巫师，就拿坟上篝火火焰偏向的方向作为征
兆。准备买牛的祖鲁人，为了软化他与之交易的贩卖人的冷酷的心，他咀嚼

一小块木头。
关于这类魔法动作的故事，可以写满一整卷书，这些动作完全没有
任何被曲解的古代概念残余的性质，因为没有根据去这样设想，在它们里面
有时包含着比现在能够发现的更多的意义。它们可能是从蒙昧人类似下列不
连贯的逻辑推理中产生的：彼此相似的事物具有类似的动作，因为箭射中熊
的模型，与箭射中真正的熊相类似，因而击中了模型之后，就将杀死真正的
熊。这类魔法动作在事实的检验下自然失去任何作用，这是正确的。但是，
如果有人感到惊讶：既然如上面所说，魔法动作在人类中间又为何还如此广
泛流传呢？那么，下面的事实就可以对他做出回答：这些魔法动作甚至在我
们自己的国家里仍然继续流传，它们保留在那些经事实检验为极端愚昧无知
的人们中间，例如，在乡村居民中间，他们相信，他们的牛是被邻人的恶毒
心愿害死的，于是他们就严格遵守蒙昧人的原则，设法惩罚恶徒，把一颗用
大头针狠毒地穿成筛孔的心吊在烟囱里，用烟去把它熏干，为的是这样可让
剧烈的痛苦去折磨有恶意的人，使他憔悴不堪。
研究家们对魔法可能还从跟上述完全不同的另一方面发生兴趣。人
的早期推理无论多么不连贯和不合逻辑，人在经验的影响下无论把推理改善
得多么缓慢，思想力求变得鲜明这种事实，仍然是人类发展的规律。因此，
甚至魔法的幻想也是真正知识的源泉。
例如，罗盘的历史证明，这种在世界研究中起了如此巨大作用的精妙
仪器，出自中国占卜者之手；他们用它来从事自己的巫术事业。大家都知道，
精确科学有许多应归功于占星术。边勒底人中的占星术研究者们系统地观察
了星星，把自己的观察结果记录了下来，寻觅战争或瘟疫的征兆，并且编制
了吉日和凶日的一览表。一直到新时代，占星术跟古代魔法的性质始终有联
系。在新时代，那些相信人的命运可能按照行星预知未来的电星术者，像蒂
乔·布雷赫和凯普勒，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计算预言行星本身的运动。因
此，人始终在自己的观察和思维中日益进步，同时增强了信心，随着时间的
流逝，他的谬误在脱落，而他所取得的真理保留了下来，并将继续发展。

第十四章 精灵世界

低级种族的宗教——灵魂——埋葬——来生——灵魂的迁移——神
的祖先——恶魔——自然的精灵——神枪——对神的崇拜——道德的影响
本章不打算全面地论述人类的无数宗教。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各民族的宗教
只是其生活的某一部分。人类学家从低级种族关于精灵界的简单观念开始，
能够最好地认识这些宗教的一般原则。也就是说，他应当研究：这些种族如
何和为何相信灵魂以及人死后灵魂的存在，相信在世上有为善做恶的精灵，
相信有凌驾于它们之上的神祗，这些神祗占满宇宙，引导宇宙运行，并控制
着宇宙。在每一个从蒙昧人和野蛮人那里知道这两类信仰神物的人面前，出
现了这样一种文化状态：粗野部族的宗教同时也就是它们的哲学，这种哲学
包含着愚昧人所能接受的那种对他们本身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解释。
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自命为和科学萌芽完全格格不入者，以及借

助显然外部感觉之所得努力探求生活意义的尝试者，那么我们就将不难理解
那种为没有文化的种族所保持，并构成他们宗教基础的关于灵魂的观念。有
一个大问题，它纠缠不已地强求那些没有文化的种族思考，而我们自己甚至
用尽我们的全部知识也不能回答它的一半。这个问题就是，这种有时在我们
中间出现但不经常出现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在几分钟之前还曾走着，说着，
具有完全的感情活动的一个人，忽然变得不动而且没有意识了，陷入深梦之
中，但在若干时间之后，就带着焕然一新的力量从梦中醒来了。在另外一些
条件下，当某人陷入昏厥，或发昏睡病时，生命几乎完全终止，同时很明显，
心脏停止了跳动，呼吸也中断了；面色死白毫无知觉地躺着，不能唤醒过来。
这样可能持续几分钟，或者几小时，或者甚至几天，最后到底病人仍然复活
过来。野蛮人通常说，这类人是暂时死去，后来灵魂又回到他的身上。对于
他们来说，把真正的死亡跟这类昏睡病加以分辨，是极端困难的。他们对尸
体说话，努力唤醒他，甚至喂他，只有当他开始腐烂并因而需要远离人迹的
时候、只有在这时他们才不得不最后相信：生命离开了他，已经不再回来了。
在梦中、在昏睡病或死亡中消失和回来的这种灵魂或生命是什么？野蛮人的
思想家似乎觉得，用他的感觉的证据本身就能回答这个问题。当见到某种梦
境的人醒来的时候，他以为，这不只是在梦中，事实上他也是到那里去了，
而且其他的人们也出现在他的面前。但是，因为根据经验尽人皆知，他的肉
体不可能去做类似的旅游，那么，其自然的解释就是：任何一个人的有生之
物的我或灵魂都有其怪影或阴影，这种阴影能离开身体，并且能看见，或者
是在梦中看见。甚至不眠的人们在白天有时也能以所谓幻影或幻觉的形式看
到这种人的怪影。死者的怪影继续留在活着的人的梦境和幻影中，这就增强
了他们的下列信仰：灵魂并不与肉体一起死亡，它在肉体弃世之后仍然继续
活着。蒙昧人哲学家从另外的一些来源中知道，人们确实具有属于他们的无
实体的形象。他观察过这种形象在静静的水面中的映像；他看到过在阳光下
跟随人们的阴影，这种阴影忽儿消失了，忽儿在另一个地方不知从何处来又
很快重新出现了。有时候他看到了活生生的呼吸的气息，像轻轻的云，虽然
可以感觉到它，但它却在消散着。蒙昧人和野蛮人中关于灵魂的理论，简言
之就是如此。在这种理论中，生活，思想，呼吸气息，阴影，映像，梦幻，
幻影，都是相似的，并且彼此都能用一种令没有经验的思想家感到满意的模
糊暧昧的方法来解释。祖鲁人说，在人死的时候，人的阴影就离开了他的肉
体，而成为祖先的精灵之一；寡妇说，如果她不照顾她丈夫的孩子，她的丈
夫就会到她的梦中来并以杀死她相威胁；或者是儿子叙述说，他父亲的怪影
出现在他的梦中，然后他们两个的灵魂，即一个活人的和一个死人的灵魂，
一起到他们部族的某一个遥远的村镇上去观光了。马来人不喜欢唤醒睡着的
人，为的是不引起某种危害，不在他的灵魂处在体外的时候来打扰他的肉体。
奥基威伯人叙述道，他们的一位首领死了，但是在他们守护他肉体的时候，
首领的阴影在第三夜又重新进入他的体内，于是他起来了，并且对他们说，
他旅行到了死河边上，但是停了下来，并且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人民中。尼加
拉瓜的土著们在西班牙人打听他们的宗教时回答说，当男人和女人临死的时
候，从他们口中出来一种像死者而又不是死者的东西，但是肉体就留在了这
里；从口里出来的不是心脏本身，而是一种呼吸的气息，它被唤做生气。低
级种族有时避免像在上面后一例子中所表现的那类思维的混乱，而把气息、
梦境的怪影和其他的幻影都看作是独立的和单个的灵魂。例如，另外的格陵

兰人认为人有两个灵魂：他的阴影和他的气息；斐济群岛的土著们确定，
“黑
灵”或阴影，总是到阴间去，而“白灵”或映像，即在水中所看到的，则留
在人死的那个地方附近。读者可能记起那样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证明关于灵
魂的这类概念，在古典时代几乎毫无改变地继续存在着。如在《伊利昂纪》
中，死了的帕特洛克罗斯来到了睡着的阿喀琉斯跟前，阿喀琉斯徒劳地企图
用可爱的双手抓住他，但是，他的灵魂像烟一般地消散了。或者如预言家赫
耳墨提墨斯（Ｈｅｒｍｏｔｉｍｏｓ）所说，常常留下自己的肉体；直到最后，他的灵
魂从一次类似到精灵界旅游回来，找不到他的肉体，因为他的妻子把他的肉
体放在葬仪的黄火上烧掉了，于是他就变成了无肉体的精灵。在这个阶段上，
关于灵魂的概念曾被希腊的哲学家们所接受，并使它具备了一个较为精致的
形而上学的形式。
生命和思想通过把一个灵魂分为生命灵魂和智慧灵魂两种而被分隔开
了。像关于细微的挥发物一样的灵魂的观念，让位给了非物质的灵魂即没有
实体的精灵的定义。形而上学的研究者可以满有兴趣地按迹探求这些先验的
课题在古代的和新的哲学中的讨论。然而迄今为止，那种较早的而且粗陋的
灵魂理论，仍然是大多数人类种族的主要信仰，这种事实就可以作为最好的
证据说明，这种灵魂理论使没有文化的头脑感到满意。甚至在最文明的民族
之间，语言仍然表现着这种理论的痕迹，例如，当我们说一个人处在销魂或
“忘形”状态和他“恢复知觉”的时候，或者当把死人的灵魂称作“阴影”
或“精灵”
（即气息）或怪影的时候——这些术语是最早的人的生命理论的
遗留。
有的读者可能在想，蒙昧人哲学家应当也在同样的基础上相信，他
的马或狗同样都有灵魂，就像它们的肉体的怪影。事实上，低级种族总是这
样想的并且至今仍然在想，他们更以那种使现代人的头脑感到吃惊的方法来
进行推论，虽然这种方法从野蛮人的观点来看是完全合理的。如果梦中所见
的人的灵魂是实际存在的物体，在这种情况下，这灵魂所携带的矛和盾以及
他肩上披的斗篷，也该是实际存在的物体，所有非活生物体应当有它的微妙
的、游动的虚幻的灵魂。斐济群岛居民们在幻想中所看到的，那些沿河散乱
地漂游并确定了未来生活的小划子、武器和陶壶的灵魂就是这样。殡葬礼物
的那些怪影也是这一类；奥基威伯人认为，死人的灵魂旅行到精灵之国的时
候，装满了这些礼物：丈夫携带着他那虚幻的枪枝和烟斗，妻子则带着她那
筐和划水桨，孩子们带着他们那带箭的玩具弓。具有某种形式的殡葬祭品也
在回忆中保留着，或者实际上在地球的所有地区都仍然保留着，这些祭品给
了我们关于野蛮人的宗教同时包含着人、动物和物品之灵魂的最鲜明的观
念。在秘鲁，君主死后他的妻子们要上吊自尽，以便死后继续去服侍他，并
且他的许多仆人都要同他一起埋葬，以便他们的灵魂跟随他的灵魂而去。人
们声称，他们看到了早已死亡的人们，这些已死的人带着他们殉葬的妻子回
来，并且穿戴着那些同他们一起放进坟墓的东西。例如，不多年以前，在马
达加斯加，人们说看见了国王拉达玛（Ｒａｄａｍａ）的怪影，他穿着随葬的礼服，
骑在一匹杀死后葬在他墓中的马上。面前有这类年代不远的例子，我们能够
很容易了解古代的殡葬仪式。这仪式的痕迹就保留在我们那些小丘上的古墓
中，其中有躺在首领周围的奴仆们的骨骼，有青铜武器和金手械。
古典文献中证明，现代的野蛮人是古代野蛮人的如此忠实的代表。帕
特洛克罗斯同特洛伊的俘虏、马匹和狗一起火葬，就是如此。再如希洛多德

关于斯基泰人的出殡的故事以及他的下列叙述：美利萨（Ｍｅｌｉｓｓａ）的怪影
出现了，他冷得发抖，因为他的衣服在殡葬时没有同他一起火葬。在印度有
些地区，殉夫的寡妇或“贤妻”现在还在她丈夫的葬火上自焚；在欧洲，在
妻子和奴隶停止以这种方式追随自己死去的主人之后很久，还仍然继续在战
士的墓中杀死他的马并同他一起埋葬。有下面这样的记载：这种野蛮人的仪
式，传到如此之晚，在 １７８１ 年，在特里维斯（Ｔｒｅｖｅｓ），还为名为弗里德里
克·卡西米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Ｋａｓｉｍｉｒ）的将军举行了古代条顿勋位的葬仪，而
在英国，在士兵的殡葬过程中有牵马的哀婉动人的仪式，这是古代牺牲的最
后遗留。也还能见到古代殡葬习俗的其他怪诞的遗留。有一些德国农村，农
民们穿着“尸腿靴”
（ｈｅｌｌｓｈｏｏｎ）、“地狱靴”，古代的诺曼人穿上它是为了
他们到那个世界里作危险的旅行。在另外一些地方，为了缝补破衣，把带线
的针放进了棺材、在手里或口中还放有某种钱币（类似卡戎的小银市），为
的是在通过或渡过阴河时付钱。
我们只不过是谈到了古代的坟墓。看一看野蛮人是如何地崇敬死人
的灵魂和害怕它，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围绕死者肉体的那些照料：给死者留
下茅屋做住宅，或者把尸体晾千，并把它放到一个架子上；或者把它装进小
划子或棺材里，或者在它上面建造坚固的坟墓，或者，如果人民奉行火葬习
俗的话，那就在它的骨灰上建造坚固的坟墓。在我国的那些史前时期的坟堆，
迄今都因它们所需要的那大量劳动而令我们感到惊异：而这些劳动必定是由
它们的建筑者付出的。投入眼帘最多的是巨大的土墓或石建的圆锥体
（ｃａｉｒｎｓ）。显然，另一些最大的属于石器时代。然而它们的应用通过了青
铜时代而到达了铁器时代，在苏格兰的山区，关于古代习俗的记忆还是如此
牢固，迄今为止，送殡的人们虽然没有可能在墓地坟上建造圆锥体石堆，但
却在路上停留殡葬行列的地方建起了不大的石堆。在这些古代坟堆或古家
（ｂａｒｒｏｗｓ）里，可以找到骨骼或供埋葬尸体用的粗糙的石板箱，或粗石建
造的有时带有暗道的密室。许多类似的石建筑物处在地面上，特别是石墓标，
即由三或四块巨大的垂直立石同一块做顶盖在它们上面的石头构成的石桌，
例如，离罗切斯特不远的 Ｋｉｔ’ＳＣｏｔｙＨｏｕｓｅ。从它们里面挖出的残余物证明，
石墓标是坟墓。直立粗长巨石，也就是单个竖立的高石，是早期石墓碑的另
一类。原来，印度东北的卡西人（Ｋｈａｓｉａｓ）至今仍然继续建立类似的粗陋
柱子作为死人的墓碑；由此可以有根据地得出结论，在其他地方，例如在布
列塔尼，类似的墓碑具有同样的意义。还有另一类粗糙的石建筑物，以环形
大石垣或石圈为名称而在欧洲闻名，这些石圈由圆形直立的石头构成，如离
市里斯托尔不远的斯丹东－德留。有证据证明，石圈常常跟埋葬有关，它们
常常围绕着墓堆或中央有石墓标。但是，因为存在坟墓朝向供奉着被埋葬的
首领或先知之精灵的神殿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类由石墓构成的圈同样也是
神殿，这正如现时在南印度所看到的。在那里，人们真的给乡村的神带来公
鸡作牺牲，而那种神是由处在环形大石垣中央的巨石来表现的。粗糙的石墓
碑可以在地图上依照一条清楚的线去按迹探求：从印度到北美，再到欧洲西
部（参看弗格森「Ｆｅｒｇｕｓｏｎ」地图）。它们的全部用途还不完全清楚，特别
是一列巨石在卡那克（Ｃａｒｎａｃ）和阿布里（Ａｂｕｒｙ）的用途，及带有巨大纵
横石块的巨大石柱群的作用。但是，刚才所指出的，足以说明石墓标、直立
粗长巨石和环形大石垣的作用的事实。往日的考古学者们虚幻地设想，好像
石墓标是督伊德教（Ｄｒｕｉｄ）僧侣的祭坛；这种设想已为冷静的研究所取代，

例如，在卢伯克的《史前时期》中，就有这种研究。
现在要问：按照在我们中间留下如此鲜明形迹的野蛮人的宗教学说，
死后灵魂怎么样了？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同点是，精
灵们必定居住在某一个地方，它们能够在夜间从那里去拜访活着的人。有一
些部族说，灵魂继续居住在人死的那间小屋里，因此这间小屋也就被活人抛
弃了。或者他的灵魂居住在葬地附近，这葬地有时是乡村集会的地方，在这
里，祖先们的灵魂可以眷顾地看着后代，就像坐在牧场周围观看年轻人娱乐
的老人一样。或者精灵们能够飞往阴间，飞到荒无人迹的森林里，或飞到山
巅，或飞往遥远的海岛，或飞往云霄，或飞到太阳在夜间降落的地下深处。
另有一些民族，像祖鲁人，甚至能指出那个洞口，通过那个洞口就可以顺着
某个洞进入阴曹地府。这种洞口，众所周知指的是阿威努斯（Ａｖｅｎｕｓ）湖。
还有个说法是，这个洞口迄今还在路·迪尔格（ＬｏｕｚｈＤｅａｒｚ）的圣帕特里克
（Ｓｔ．Ｐａｔｒｉｃｋ）的避难所中。依照幻想的进程，常常推想死人住所跟太阳
消逝的西方那遥远地方有关。像毛利人（Ｍｏａｒｉｓ）那样岛上居民想象，灵魂
是从新西兰最西边的海角出发，完全像在布列塔尼（Ｂｒｉｔｔａｎｙ）的拉兹（Ｒａｚ）
海角突向西方大洋的岸上有个“灵魂湾”那样，死人灵魂从那里渡海。许多
粗野部族认为灵魂世界是个快乐的地方，他们有时能在梦境中见到。在那里，
死人们居住在任影村里，那里有许许多多禽兽和鱼类，太阳总是照耀着。但
是另外一些人想象，这个地方是黑暗的阴影地区，是黑夜的地下洞穴世界。
我们从下面的叙事诗中熟悉这两种观念：一种是大地极边形式的传奇，另一
种出自荷马叙事诗中，叙述奥德修斯访问冥王那凄惨阴间的贫血怪影；或者，
那些避难所中的死人阴影感到惊讶，因为在那里看到了但丁，他被赋予了肉
体，模样不像它们的怪影，他挡住了阳光，投下了阴影。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在谈论无实体的死人的灵魂或怪影，但是，它
们能够进入新的肉体并重新生活在地球上，这种情况也跟它们的本性一致。
实际上，低级种族的一个最普通的信仰，正在于死去的祖先灵魂又重新诞生
为婴儿。人们用这种观念来解释婴儿跟母亲或父亲的家族相似的这种事实。
例如，约鲁巴族（Ｙｏｒｕｂａ）的黑人遇到新诞生的婴儿，就问候说：
“你来了！”
然后就开始确定这是哪个祖先的灵魂在新的肉体中转生。
但是，不应当由此认为，灵魂为自己找到新住处的肉体无疑必定是人；
它可能进入熊或豺狼的体内，或者成为一只鸟飞翔，或者像祖鲁人所想的，
它可能投入沿着他们的小屋爬行的某一条无害的蛇内，那些蛇像爱它的祖先
那样，喜爱家庭灶炉的温暖，如果是本家老人，就继续怀有好感地接受儿孙
们所给的食物。在低级种族中，关于灵魂迁移的概念，就表现在这些简单的
形式中。这种概念在婆罗门教和佛教中，就变成为伟大的宗教教义。
我们回过来谈死人的带有怪影形象的灵魂。人们都自然地相信，它
们无论住在哪里，都继续参与活人的事业，并且它们的家族跟它们保持着亲
睦的关系。例如，在北美洲，有一位曼丹的妇女，整日跟她那死去的丈夫或
孩子说话；而中国人像结婚之类所有家庭事件，都要告诉自己祖先的精灵，
这精灵就处在作为它的纪念物的炉灶上。不只跟死去的亲属的怪影谈话，而
且还要给它们吃的。当家人们坐在供桌旁，为了尊敬死人而一年一度地设宴
席的时候，当家人们想象所有以前各代祖先的灵魂，暗中到来并享用食品的
时候，家人们就给它们供祭一份份食物。这些供死人的祭品不仅产生于所有
蒙昧人和野蛮人中间，而且也继续存在于高级文明世界，在欧洲还能看到它

们的痕迹。俄国的农民们想象他们祖先的灵魂，隐藏在小神龛圣像的后面，
于是把一些馅饼为它们放在搁架上。
英国人只要一渡过英吉利海峡，就可以看到，为纪念死者在其现代代
表主持的追悼日所举行的古代宴会，仍保留着它的原始性；甚至在（巴黎的）
拉柴斯神甫（ＰｅｒｅＬａｃｈａｉｓｅ）的墓地上，至今还在坟墓上放着烘烤食品和甜
食，而在布列塔尼，农民们不忘在这天晚上把灯火点着，并在桌上为访问家
庭的死去的亲属的灵魂留下一份份晚餐食品。这全都属于崇拜祖先或属于崇
敬死人的宗教，这种宗教从远古起就曾经是——甚至现在也是——人类大多
数的统治信仰。但是这种崇拜不只是源自一种家人的依恋，因为死人的精灵
被认为是在福和祸的方面都强而有力的神物。北美印第安人祈祷他祖先的精
灵，请求它们给自己以打猎的好天气或好成绩；他相信，如果偶然掉进火里，
那是因为他忽略了带给精灵一些礼物，于是这些精灵就把他推进火内加以惩
罚。几内亚的黑人们给死去的亲属的造像带来适当的食品和饮料，乞求它们
在一切生活困难中给以帮助；并且在遭到危检或不幸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一群群男人和女人，在小山的顶上或森林的边缘，用最凄婉而颤抖的声音向
他们祖先的精灵呼救。这类证据帮助我们了解，作为中国人和印度人生活中
之最重要事件的对祖先的崇敬，其中包含着怎样的实际意义，和为了尊敬死
去的祖先或家庭守护神而举行的虔信宗教的仪式，如何会形成把罗马家庭成
员保持在一起的那种联系。我们现代的智力已经丧失了接受这些概念的能
力，我们常常想，尊死去的罗马皇帝为神，这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狂妄骄傲的
事情，然而实际上，这里面反映出了一种任何野蛮人都明白的观念，即伟大
的领袖死后应当变成为同样伟大的神。
从野蛮人关于灵魂的概念中产生出了自然的结果，那就是他们把死
人的阴影或精灵想象成为如此活跃而强有力的实体；但是，这需要若干解释
性的语词。恰恰同灵魂在生活过程中具有对肉体的支配权一样，按照这种信
仰，在死后变成精灵，它也同样活动并保留着自己的力量。这类渗入活人肉
体中去的怪影，通常被称为善良的或邪恶的精灵，或鬼。怪影和精灵之间的
显著区别还没有做出。蒙昧人认为，帮助他们或者折磨他们的精灵，也正是
死人的灵魂。善的或恶的人在死后也保持着他生前所具有的性格。在不很久
之前，在其土著崇敬精灵的南印度，曾经发现他们不久建造了一座礼拜堂，
其中的神是一位英国官员，一个热情的、熟练的猎手，他的崇拜者们因为记
得他生活中的嗜好，所以经常在他的祭坛上放置雪茄烟和白兰地酒。同一个
人，对待自己的朋友可能是一个善良的精灵，而对待敌人可能是一个恶精灵；
并且即使是对于自己的民族，他或许有时是善良的，有时是残酷的，因为，
祖鲁人相信，他们部族牺牲的战士的阴影，在战斗中就在他们中间并且引导
他们走向胜利；但是，如果这些怪影盟军生了气并且跑掉了，战斗就将失败。
有时美洲的印第安人或非洲的黑人们，相信他们周围的空气中聚集着无数看
不见的精灵，这不是毫无意义的事。他们是想以此说明，生活充满了偶然性，
而这些偶然性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当他们根据自己简陋的哲学决定这
些偶然性以精灵为转移时，他们就由此找到了其智力仅能理解的那些最显著
的原因。人们可以从未开化人关于疾病的信仰中，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
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他们用推测来解释昏厥和昏睡病，说灵魂暂时离开了
肉体；我们现在在这里可以补充说，健康的虚弱和萎靡都被同样地归于灵魂
或部分灵魂出壳上。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治疗方法就是使灵魂归位。例如，

北美的巫术者做出这样的姿态：他捉住患者逃出的灵魂，并把它放回到患者
的头中去；或者在斐济群岛可以看到，生病的土著躺在岩石上，召唤自己的
灵魂，恳求它回到自己身上来。但是在另一些生病的状态下，患者的行为立
刻会使人想到他身上有不属于他的灵魂。在一切伴有巨大痛苦的疾病中，特
别是病人因发烧而奔窜不安和战栗抖动，或者在地上抽搐、痉挛时，或者当
他中断了自己的思想而发生谵言呓语或用自己的嗓音说话时，当他的相貌扭
曲而变得怪诞时，当在极度的热昏中发出了某种异乎常态的音调时——对于
蒙昧人的智力来说，会想象到有某种别的精灵进入了地体内，或者他被这种
精灵控制住了，这就是最自然的解释。任何一个看到过癫痫病人或躁狂病人
的人，都会理解，在医疗科学幼稚的状态下，被精灵控制大概就变成了通行
的关于生病原因的理论，而驱邪术或驱逐这些精灵也就变成了通常的治病方
法，这是十分自然的。在蒙昧人中就正是这样，例如，生病的澳大利亚人相
信，有某个死人发怒的精灵，钻进了他的身体在吃他的肝脏；或者在巴塔哥
尼亚人的兽皮小屋内可以看到，巫术者们跳着，喊着，敲着鼓，来驱赶因发
烧而倒下的人的身上的精灵。这类概念在古代是非常流行的，例如，可以从
著名的拉美西斯十二世（ＲａｍｅｓｅｓＸｌｌ，公元前十二世纪）时代的埃及石板中
看到，这石板保存在巴黎图书馆，并被译为“昔日记录”
（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在那上面，埃及神科恩斯（Ｋｈｏｎｓ）受到派遣，驾着
方舟来医治受四肢痉挛之苦的小公主本塔利什（Ｂｅｎｔａｒｅｓｈ）。他到来时，精
灵说：“驱赶精灵的大神，我是你的效仆，我从哪里来，就将回到哪里去。”
当时人们给这个精灵带来了祭品，而它就和平地退走了，留下了已恢复健康
的女患者。我们能如此深刻地理解医学历史，我们到处遇到这种古代的疾病
精灵起源论和医生的较新的观点，和他们的饮食疗法及药剂疗法之间的斗
争。虽然医生在现代是占了上风，但是在除了最文明民族以外的所有民族中，
仍然可以遇到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古代观念。著名人类学家巴斯蒂安博士
在缅甸帝国旅行时，他．的厨师患有中风性癫病，他的妻子竭尽全力来安抚
因受到某种屈辱而引来疾病的精灵。她以一团团涂上彩色的稻米饭作祭品，
并做着像下面这样的祈祷：“噢，不要附他而行！
啊，放了他吧！不要这样残酷地缠着他！你接受这米饭吧！啊，这多
么有味道！”在这类疾病理论占统治地位的地方，病人自己的谵言呓语就对
这种理论发生了作用并以最显著的方式证实了它。坚信确实有自己的精灵的
人并不比周围的人少。病人们认识它们的形象，他们在梦中或者在昏迷状态
中见到过它们。更为重要的是，在幻觉或混乱的想象的影响下，他们失掉自
觉到如此程度，甚至用停在他们肉体内的想象中的精灵们的声调讲话，并保
证他们完全是这样：这是三千年前叙利亚的害病的公主附体。在印度和在远
东的英国人，常常有机会参加这些圣诞的和远古的场面，并听到像精灵在私
语的声音，或发出尖锐声而叫喊，或借病人之口大声哭号，以便让人相信它
是这种精灵，并且说明它为何而来；最后，满足了它的需要，或者是被驱妖
者的法术和咒语战胜，精灵同意离开，当时病人就停止他那疯狂的尖声喊叫
和狂暴行为，他那痉挛的弯曲平息下去了，他那抽搐性的装模做样消释了，
他由于困惫而沉入梦中。如果他的病心理治疗有效，他就常常暂时轻松地清
醒过来。但是，为了证明这种早期的疾病理论，并不需要到印度或中国去。
在西班牙，神甫们迄今仍在继续从癫痫病人的口和足中驱逐鬼——虽然大概
过不了几年之后这就要停止了，因为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用溴化钾可以成功

地治疗这种迄今难治之症。
关于精灵的概念也可用来阐明另一种情况下的事件。某些异常凶暴
的狼和虎是“食人鬼”这一事实，可以用下述信仰来解释，即恶人的灵魂在
夜间离开它的肉体附到野兽身上，以袭击自己的邻人：这就是虎人和狼人或
变兽者；这种变兽者至今仍然存在于印度和俄国民间成见中。其次，我们全
都知道，许多人变得面色惨白、贫血和精神萎靡。
在斯拉夫族国家中，人们认为，这是受恶梦中的吸血鬼之害的结果。
病人在梦中感到吸血鬼可怕地来临。这些人开始对付鬼魂；这些鬼魂住在尸
体中，因此尸体的血在本人死后很长时期始终流动。人们称它们为吸血鬼。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这样的观点，即原始人在其观念中，把灵魂和精灵最初
明确地理解为一切产生的原因。在任何情况下，在下面的限度内，这都是正
确的，那就是受到周围精灵影响的粗野部族，当他们迷途走进森林的时候，
他们就寻找受到石头磕绊的原因，一切奇怪的声音或印象，一切情况产生的
原因。因此，在一个野蛮人时时遇到的那许许多多好的和坏的偶然性中，他
看到了许多友好的或敌对的精灵们的工作，其中包括他个人的幸福或幸运采
取一种精灵附体的形式，而这个附体者属于他并到处跟随着他。这种精灵可
能是在梦中见到的死去的父亲的灵魂，如粗野的塔斯马尼亚人（Ｔａｓｍａｎｉａｎｓ）
就是这样想；或者是那种像在北美战士们身上的守护精灵，战士在梦中没有
看见守护精灵时就斋戒；或者也许就像古代罗马人的守护神——同他一起降
生的精灵，是他一生的同伴和保护者。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的守护神是一
个神，它需要人祈祷和送祭品；但是我们新时代的人却如此落后于古人的思
想，继续采用他们的词汇，继续有兴味地以我们在谈到汉德尔（Ｈａｎｄｅｌ）或
特纳（Ｔｕｒｎｅｒ）的天才时所理解的那种已经改变了的意义来看他们的词汇。
在我们的思想中，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天空和海洋，山岳和森林，也发
生了显著变化。我们学会了观察引力和热量、生长和分解的物理规律的作用，
并且只要作一些努力，我们的想象就能转移到那遥远的时代，那时人们在无
数精灵中寻求自然现象的原因。同时，这种信仰是直接从灵魂论中产生出来
的。因为人们看待这些精灵，就像看待支配自然的灵魂那样；而这种灵魂支
配自然，又像人的灵魂支配人的肉体那样。这些精灵从火山中把火抛出；它
们在刮台风时折断林中树木；它们使小划于辗转于漩涡之中；它们栽种树木
并使之生长。低级种族谈到这类自然的精灵，而且对待它们完全像对待特殊
的个人一样。这就证明，它们是被按照人类灵魂的型式创造的。新时代的旅
行者们看到，船行在危险地段时，向河中撒一撮烟草，向河中精灵祷告，祈
请允许渡过。非洲的樵夫，对大树砍第一斧的时候，倍加小心，并且在地上
滴一点椰子油，让被激怒的树精灵从树中出来时停下来舔，这时樵夫就可以
逃脱性命。希腊人曾这样想象：令人神往的溪谷、河流和茂盛草原的山林水
泽女神们，来到奥林波斯诸神（Ｏｌｙｍｐｉａｎｇｏｄｓ）的会上，坐到明亮的座位上；
或者是林木女神们同绿荫如盖的松树和橡树一起生长，当樵夫的斧头砍入树
干的时候，她们痛得大声号哭。——这时，希腊人应当是有这样的智力状况，
即早就有这些关于自然精灵的观念。盎格鲁撒克逊（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辞典中
保留了一个有趣的词“ｗｏｏｄｍａｒｅ”来表示“回声”（ｗｕａｕ－ｍａｅｒ— — 森林的女
神）。这是关于下面这个时代的遗迹：当时英国人相信——也像野蛮人那样
信仰，回声是精灵回答的声音；表示精灵或魔鬼的词 ｍａｒｅ ，也出现在
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 — “梦魇”这个词里。梦魇就是梦中见到的使人出不来气的魔鬼。

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它是同样确实存在的；它对于现在的澳大利亚土著来
说，仍然如此。
被自然科学所消灭的古代的自然精灵，仍然在诗歌和民间传说中找到
了自己的藏身所。
洛勒莱仅仅是那种使泅水者沉入漩涡的水怪的更新的异文；古代圣典
中改邪归正的水的精灵，都是采用了基督圣徒的名字；小精灵和林仙仅仅是
对古代森林的精灵的模糊回忆。
赫肯黎的《地文学》的读者们，在魔法故事中知道那些自然的精灵原
来是史前人所想象的自然力的人格形态之后，将会感到惊讶。
除了一群灵魂、精灵和自然神灵以外，所有部族的宗教还都承认有
高等精灵或神。
在盛行祖先崇拜的地方，这种神之子就可能成为伟大的领袖或战士或
著名个人的灵魂。
例如，蒙古人把伟大的成吉思汗及其家族崇拜为善神。中国人声称，
木匠和建筑者把很久很久之前生活在山东省的著名技术家鲁班尊为自己的保
护神，而关帝为战争之神，他是汉朝的杰出战将。祖先们的神性观念如此发
达，甚至获得至高无上的神的观念。例如，祖鲁人当从一个祖先精灵上升时，
他们说到温库隆库鲁（Ｕｎｋｕｌｕｎｋｕｌｕ），即陈年老者，就像说到世界的创造者
一样。再如巴西的部族说，塔莫伊（Ｔａｍｏｉ）爷爷是第一个人，他生活在人
间，教会了人们耕种田地，然后就升天了，在天上接收人们死后的灵魂。在
自然精灵中，野蛮人也明确提出支配宇宙的大神。非洲黑人的最高的神是天，
它降雨并让草木生长；在早晨醒来时，人们向它致谢，因为它启开门户，太
阳就出来了。可见他们也像雅利安人的祖先一样，处在同样思维发展阶段上。
雅利安祖先的大神就是在《吠陀》圣歌中所赞颂的戴乌（Ｄｙｕ），它同时是降
雨和打雷的天的化身，也是赋予它以灵性的天神。这个神即使有自己的名字，
它仍然是希腊的宙斯和拉丁的朱庇特天神。两种宗教保留着它那属于野蛮人
神学的天和天神的双重意义。这种野蛮人神学也允许天空或天体众神生活，
或者说这种神学也用按照人的灵魂创造的在那里生活的神来解释这种生活。
如果我们想象神是天体的灵魂，那么最好是能够了解，天神意味着什么。在
所有野蛮人的宗教残余中，很难找到某种比下面这些至今还承认活生生的天
等于神的语句更有表现力的句子。例如：
“老天宽恕我吧！”“他遭到了老天
的报应。”下雨和打雷大都被认为是天神的事，例如，宙斯投下了毁灭之箭
并撤下了暴雨。但有些民族有专门的雨神，如奥里萨的孔德人（Ｋｈｏｎｄｓ），
他们向皮祖·宾努（ＰｉｄｚｕＰｅｎｎｕ）祈祷，请他将水通过筛子灌浇他们的田地。
另一些民族有民族的雷神，如约鲁巴人，他们说，他们那带有闪电和响雷的
尚高（Ｓｈａｎｇｏ），把他那毁灭性的斧头抛到了地上，他们从地中间把这些斧
头挖掘了出来。我们英国人还记得在我们的词汇 Ｔｈｕｒｓｄａｒ（星期四）中的
Ｔｈｕｎｄｅｒ 或 Ｔｈｏｒ（雷神），Ｔｈｕｒｓｄａｙ 就是 ＤｉｅｓＪｏｖｉｓ 的翻译。大地．万物之
母，在野蛮人神学中占有她的地位。例如，奥基伯威族中虔信宗教的印第安
人，在挖他们的药草时，总不忘给大地曾祖母留下带来的某种礼物。任何一
种关于自然的幻想也不可能比下列的观念鲜明，即无父和地母到处都是万物
的双亲；任何形象也不可能比中国的婚礼那样更自然地代表它们：在中国的
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向天地跪拜。在古典宗教中，他神是十分鲜明的，得墨
忒尔，地母，大概是我们对她崇拜的最后痕迹，可能就是在田地里留下最后

一捆未割的庄稼，或者把最后割下的一捆庄稼隆重地运到收获主人的家中。
在几内亚海岸的黑人中间，可以发现新时期关于海神的最明显的观念。在这
里，土著皇帝为了恳求海神不兴风作浪，将稻米、布匹、瓶装的甜酒甚至奴
隶作为祭品扔进海里。某位希腊或罗马的统帅在把自巴托身于险恶的海浪之
前，同样带上了公牛作为奉献给波塞冬或尼普顿的祭品。对于那些能够像看
待有灵性的、有理智的人那样来看待天、地和海洋的人来说，太阳具有最明
显的神人的个性，因为它给予世界以光明和生命，它升起并横过天空，在夜
晚又陷入地下世界，后又从那里升起。在一个萨莫耶德女人每日祷告的故事
中，有原始的纯朴记述。当太阳出来时，她向它俯首行礼，说：“当你，上
帝啊，起身时，我也起床”，到傍晚，
“当你，上帝啊，躺下时，我也就休息”。
太阳之神出现在最遥远的历史时期，例如在绛红色埃及箱子的画上，就可以
看到乘船沿着宇宙的上下部分旅行的拉（Ｒａ）——太阳神。每天早晨都可以
看到，婆罗门教徒，这些现代的老年人，一只脚站着，两手伸向前方，面对
着东方：他们这是在对太阳礼拜。他们每天重复地向太阳祈祷：“我们思考
着非凡的太阳神的希望之光；太阳神将唤醒我们的思想！”月亮神或月亮女
神标志着粗野的林中部族的祝典，他们在满月的光照下舞蹈。月亮每每高于
太阳，例如，在古代的巴比伦就是这样，这可能是由于天文学的原因。但是，
更为普遍的是太阳神处，首位，这对于我们来说是较为自然的；太阳和月亮
通常被认为是一对——兄妹或夫妻。
不难了解，在叙利亚著名的庙堂里，为何没有类似所有其他神像那样
的太阳和月亮神像，因为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它们都是显而易见的。毫无疑
问，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所有古代的自然神中，它们还单独地受到了我
们个人的崇拜。在德国和法国，至今还可以看到，农民在升起的太阳面前脱
掉帽子；而在英国，对新月则鞠躬致敬或屈膝行礼；而“翻转银币”的有趣
习俗，显然是英国拿金属给月亮作祭品的遗留。火，虽然它未必能达到一等
神的高位，但是，它被看作是一个人物，并且人们因为它既带给人恶、又带
给人善而加以崇拜，还把它作为上帝的仆人来崇拜它。在雅利安民族中，
《吠
陀经》的第一个词就是阿格尼（Ａｇｎｉ），即火神（拉丁文 ｉｇｎｉｓ）——供献
牺牲时的神祭司的名字。古代波斯宗教的代表者袄教徒是典型的拜火教徒，
他们的最神圣的地方是燃烧之源巴库（Ｂａｋｕ）旁的神殿。在古代的希腊人中，
赫斯提亚——圣炉受到了油食和甜酒的祭扫，而她的名字和对她的祭奠也传
到了罗马，进入了威斯塔庙，在她的殿堂内燃着永不熄灭的火。风神在北美
印第安人中和在南太平洋的岛民中，也像在希腊人中一样闻名。
它们自希腊人的宗教一直传到了现在，每一个农夫的孩子，现在都听
说过严酷的玻瑞阿斯和温和的仄费洛斯。为了结束这个名单，我们将说，与
溪流的小精灵相比，江河是如此高级的灵物，它们往往有自己的庙宇和自己
的祭司，例如，斯卡曼德罗斯（Ｓｋａｍａｎｄｒｏｓ）和斯佩乔斯（Ｓｐｅｃｈｉｅｏｓ），人
们以它起誓，因为它能够使违反誓约者在它的深渊中浮起和沉没。对于印度
人来说，至今最可怕的誓言就是以某一神河——最大的恒河发的誓言。
这类神的名单，有助于多方面地阐明多神教，而这种多神教在地球
的各个部分都有。
这些神即天、地、海洋、日和月以及其他伟大的自然力的巨大灵魂，
同时每一神物都有其神的个性，有其在世上的自觉的目的和工作。但是，要
阐明多神教的各个部分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论是在各部族中，还是在许多神

的属性中，都发生了混合。在许多庙宇里所供奉的神，倾向于分成若干个别
的神；人们在遗忘其原始意义之后，继续崇拜各种名义之下的个别的神。在
彼此融合的各民族之中，由于联合或征服，宗教也互相混合了，而各种不同
的神也丧失了其固有的个性。古典的辞典也充满了这类例子。响雷的天和多
雨的天，雷神和雨神（ＪｕｐｉｔｅｒＴｏｎａｎｓ 和 ＪｕｐｉｔｅｒＰｌｕｖｉｕｓ），是后来作为两
个单独的神物而被崇敬的。古罗马人的尼普顿和希腊人的波塞冬，因为它们
两个都是海神，就合而为一，形成了一个很有兴味的神的混合体。在商业神
墨丘利的名义下出现了许多古代的神，希腊的赫耳墨斯，是伴随死人到冥国
去的神之公使，是盗贼和商人之神，文字和科学之神，它也具有由若干更早
的神所组成的痕迹，其中有古埃及的文字神托特（Ｔｈｏｔｈ），它生有神鹤之首。
这能够提供关于发生在宗教中的那种混乱的概念，崇拜者们很快就不再去想
该神的原始意义和使命，而只是把它作为该庙中所塑造的这一个神来认识。
在现代，很难确定如此众多的古代神纸的来源，这是不应当感到惊奇的；但
是，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与其说它们最初是神化的祖先，或是太阳，或是天，
或是江河，毋宁说它们之中还有如此多的神，在上述这点上竟表现得如此之
鲜明。野蛮人的宗教之神同样清楚地表明，在野蛮人的神学者们的头脑中有
一种思想在活动，而这种思想在高级文明阶段上注定地获得了巨大的作用。
在观察犹如善的精灵和恶的精灵相互大战之原野的世界时，有一些宗教提
出，这是两支彼此战斗的军队，在它们的上面有高级的善神和恶神，而在所
有它们之上还有最高的善神和恶神。这种二元论的体系——正如人们所称呼
它的，是在古代波斯的宗教中，在善和恶的精灵阿明拉·玛兹达和安格拉·曼
纽之最高统治下，光明和黑暗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形成的。在较为文明的民族
的宗教中十分著名的那种神的等级制度，在野蛮人的宗教里也同样有粗略形
式的表现。就像信徒们本身有普通人和他们上面的领袖，以及拥有执行其命
令的高级和低级官员的伟大统治者或皇帝那样，信仰者们也在自己的神中间
建立了神的低级和高级序列制度，设置了最高的神。这种最高位的神应当属
于哪一种神，并非处处一致。正如已经指出过的，把死去的人的灵魂认作是
自己的神的人，有可能把成为世界之创建者和统治者的某位祖先的灵魂认作
是这种最高的神物。十分自然，常常把天神看作是宇宙的最高的创建者和统
治者。在西非的各民族中间有些人说，天通过自己的仆人——低级的空气精
灵创造了自己的牧场，然而另一些人认为天是极高的，为的是它能多多地关
心地上的事情。在刚果黑人的教义中，麦现着虽然惨淡却有深刻思想的生活
哲学。他们说，在日常的事情里，至今都有一群善的和恶的精灵，死人的灵
魂在起着作用，大部分是恶的精灵获胜；但是当它们偶尔使得光明忍无可忍
的时候，伟大的天就醒来了，用它的雷来恐吓恶的精灵，并对准最顽固的恶
精灵投出闪电之箭，而后它就重新平息下来，并让精灵们像从前那样统治世
界。在天的领导下活动的自然精灵之较为令人感到愉快的形象，就是我们所
熟悉的荷马著作中的奥林波斯山的诸神。在奥林波斯山上，作为天之化身的
宙斯坐在宝座上，指挥着地上、空中、海洋的诸神。有的地方，太阳被认作
最高的神，在印度的许多山地部族中就是如此。在那里，太阳指挥着森林和
平原之神、部族之神和祖先的灵魂。但是，关于“伟大精灵”，关于那种在
北美印第安人的记载中所说的宇宙之创造者和统治者的概念，是从十七世纪
耶稣会教徒们的学说中产生的。在其他某些地方，这类神物的起源似乎是同
样值得怀疑的。在研究古代文明世界的宗教和哲学的时候，读者将会发现，

人的思想顺着通向泛神论或一神论的同样的两条路线工作，要看它是否把整
个宇宙扮作一个具有神的灵魂的丰满身体，或者，它使一个高高地君临于所
有其余世界之上的神升到同样的神的高度。注意这种思想的发展，就超出了
我们为自己所规定的范围。
现在我们看一看野蛮人宗教仪式的主要动作。如果我们牢牢地记住，
作为这些动作之对象的那些神，或是真正的，或是被改造过的人的灵魂，或
是按照人的灵魂的形象和类似物而创造的神物，那么对这些动作就不难了
解。甚至在蒙昧人中也有祷告。实际上，一个信徒用表示尊敬的语言恳求神
灵——或许就是他的祖先的帮助，这是十分自然的。
野蛮人的祷告曾不止一次地被偷听到并被记录下来。例如，祖鲁人带
来祭品并且说：“这是给您的牛，您，我们民族的精灵。我恳求您赐给健康
的身体，让我能好好生活；你，真是关照我，你，真是。”（同时呼着家庭死
去的成员的名字。）下列的话是孔德人给地母神带来人类祭品时的祷词的一
部分：“我们得到了我们的牛、羊、猪和面包的祭品，把它带给你。我们请
求你使我们发家致富。扩大我们的畜群，使畜圈容纳不下它们；让我们的孩
子增多，他们却不需要靠父母的力量去照顾，这一点，从他们那晒黑的双手
上就可以看个清楚；让我们的头总是碰到从屋顶垂下来的无数铜食具；让家
鼠用紫红色的布匹和绸缎的碎片筑穴；让国内所有的鸢，都被我们将一天天
消灭的那些野兽招引来，栖居在我们村的树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最好向你
请求什么。你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就把这个给我们吧。”选择这两种类型
的祷词，是因为它们证明，祷词跟祭祀有密切联系，信徒们带来礼物并且像
对待活的首领一样地请求恩赐。野蛮人的祭祀不是表示尊敬的简单的形式主
义过场；这些祭祀大部分是由食物组成，并将为神所享用，虽然这种神是一
种精灵，等待它享用的仅仅是一股气，一股香气或食物的本质；或者它是吸
入从祭坛的火上发出来的气或烟，吸入由同样最细微的以太气形成的虚灵食
物。信徒们认为，精灵或神就是由那种以太气组成的。祭祀的仪式只有在高
级的宗教中才丧失它那供养神祗的粗劣意义。在高级宗教里，虽然也进行祭
奠，也在祭坛上烧牛，但是这种活动只是赠送一种为信徒们所高度重视的礼
物，只是一种令神高兴的尊敬的表示。
信徒有许多倍以能跟自己的神保持个人联系的方式。作为灵魂或精
灵的神，当然有时可能在梦中或在幻象中看到，特别对于那些祭司或先知者
来说，更是如此。这些人通过这种方式从神那里获得了（或者是假装获得了）
神的答复或预言。神作为灵魂可以进入人体内，并通过这个人来行动和说话，
因此就出现了癫痫病人的症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症状就被推到控制
了病人的恶魔身上。当出现在病人身上的精灵被认作是到这里来使附体者兴
奋并用它的声音访话的神的时候，就会用较好的观点去看待。被控制的祭司
用抽搐的非人间的声调以他身上的神的名义答话；一旦神离开他，他就茫然
自失：这全都是彼此配合的。为了精灵，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和它们关系
密切的祭司、神谕传告者和预言者——显然，他们实际上是一些肉体和精神
上的病患者。他们用假装的病症和狡猾的回答欺骗其崇拜者熟练到何种程
度，则他们自己所感受到的幻觉也就容易到何种程度。精灵使某个祭司或预
言者的身体激奋，或作为气进入他们体内，这些人就装出简单机械的动作，
就像把水注入林中那样。像一般的灵魂迁移那样，人们认为神也能进入某种
动物体内，例如，它作为神鸟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或者居住在奴隶

海岸的黑人们所喂养和崇拜的神蛇体中。这就导致一种使我们感到更加古怪
的信仰。新时代的英国人感到惊讶的是．那样的人，无论他们如何不学无术，
却能向插在地上的一根木棍叩拜，或者向从路边捡来的一块石头叩拜，甚至
还能跟它们谈话和向它们供奉食品，但是当一个印度人或非洲人解释他的信
仰的时候，这根木棍或这个石块就是一个继承者，它暂时体现了神灵。这就
证明，在他的动作中是有着理性意义的。神的造型，从摆在奥斯加克人茅屋
中的粗陋的祖先木雕像，到由菲狄亚斯或普拉克西特尔斯所创作并作为天神
或太阳神神像、大部分是按照人或类似人的形象制作的希腊木雕泥塑．这还
是一种补充的证据，它证明，这些自然神是人的模仿。当这些造型用来表现
神的时候，信徒在它们上面只能看到表象或肖像，然而它的精灵却常常引导
他把它们看作是暂时的神体。塔希提岛的祭司，如果人们向他问到他那外形
端整的木制偶像时，他就解释说，他的神并不总是在偶像之中，而是仅仅有
时作为神鸟飞到它里面来，有时又从它里面出来进入他——祭司体内，以便
借他的声音作神圣的预言。这就使我们回到了十五世纪之前的那些时代，米
纽修斯·费里克斯（ＭｉｎｕｃｉｕｓＦｅｌｉｘ）叙述道：异教的神祗们进入它们的偶
像之中，并被祭坛的物气养胖了，或者作为微妙的精灵爬入人体内，使他的
四肢痉挛。
使他疯狂，或者迫使自己的祭司狂疯起来，回旋转动。最后，粗野的
部族能够信仰和崇拜精灵，却不为它们建造房子，也不为它们设置摆酒食的
祭桌。但是，类似的庙宇和祭坛，从遥远的时代起就在野蛮人的宗教中出现
了，并且至今仍然和往常一样保留了崇拜之完全同样的人的性格。例如，在
印度，毗湿奴的仆人们给它的造像洗涤，穿上衣服，并把它的造像放在它那
庙中尊崇的位置上，在它前面摆上精心挑选的酒食，还有供它娱乐的奏乐者
和舞蹈者。对我们尤其有教益的是，我们知道了其最初意义被歪曲之前的毗
湿奴，那时它是太阳神，它的主宰或灵魂是神，而采取了人的个性化的形式；
由此看来，这是史前期自然哲学的遗留。
迄今为止，我们把野蛮人的宗教只是看作类似早期的自然哲学体系，
而完全没有谈到道德学说，这种学说在现代对于每一个宗教来说，都是极为
重要的。我们把宗教的哲学方面跟道德方面分开，不只是因为分别地研究它
们，可以对问题获得较为鲜明的观点，而且也因为低级种族的许多宗教，实
际上跟人的道德行为关系极小。土著的非洲人或美洲人可能对灵魂和其他精
灵具有特定信仰，就像对待自己生命和周围世界之事变的原因一样，并且能
够崇拜这些精灵或神物，用祷告或祭扫来获得它们的好感或消释它们的愤
怒。但是，虽然这些神也可以要求他克尽他对于它们这些神的义务，却不应
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它关心他克尽对他的神祗邻居的义务。在这些民族
中间，假如有个人抢劫或杀人，那么为此而复仇则是受欺凌的一方及其朋友
的事情。假如他吝啬、背信弃义、残忍，他可能因此而受到惩罚，或者也可
能受到所有正直人的轻蔑的反对；但是完全不需要同时像看待仇视神明的人
一样地去看待他；实际上，这类人往往原来就是某种大巫师或祭司。同样，
由于认为死后灵魂继续存在，像鬼影或精灵一样地在活人中间游荡，或者转
入阴曹地府，或者转到光明的精灵界，蒙昧人常常想象灵魂的状况，想像它
仍然保留着人世的性格和地位，不同的是因人世间的生活而得到好报或受到
惩罚。有些读者如果认为这种神学与道德学说分离难以理解，那么他们就可
能联想起、在较为文明的民族中，因为宗教不再把它所信奉的道德信条贯彻

到生活中去，它就可能降低到与此同样的状况上。例如，印度人能够从事最
诡诈的生活，然而祭司看在礼物的面上就让他跟神和好；或者，在欧洲，强
盗们往往原来是教堂的最虔诚的参拜者。一般地说，高级民族的信仰比起较
粗野部族的信仰来，具有既大又好的道德影响。但是，宗教对人们生活的实
际作用甚至在蒙昧人中就已经开始发生了。对死人的崇拜自然地激起高尚的
道德，因为活着时关心他的家庭成员彼此以礼相待的祖先，当他成为既管恩
典、又管惩罚的神灵的时候，就不再遗留下这种善意的关怀了。这种对鬼影
的崇拜没有增进新教义或引起改革，因为后代子孙们认识到，一点也不能改
变祖先已经习惯了的风俗，否则就会引起成为神的祖先的极大不满。但是，
由于这样维护旧的家庭美德的结果，祖先崇拜对许多民族都有影响。在这些
民族中，从祖鲁人直到中国人，这种崇拜占有优势。祖鲁人相信，他不应该
以不好的态度对待弟兄，否则，父亲就要来到他的梦中，让他生病。中国人
永远跟家庭的精灵们在一起生活，并怕做恶事；不然，精灵们会让他遭受灾
难和死亡。在古代的大的宗教里，强大的祭司阶层是由知识分子——社会的
教师和领导者组成的。在这种宗教里，我们发现道德的信条被认作是宗教的
伟大义务之一。神负责惩罚不信神的人；天神用自己的闪电使违背誓言者惊
恐致疾，而民族之神把疾病和死亡送给杀人凶手。
关于灵魂迁移的学说，作为一种道德力量也发生着影响。例如，印度
的经书对罪孽深重的人威胁说，由于在现时生活中犯下罪过他们将受到惩
罚，将再一次投生到另一个肉体中去。其中，恶人将转生为盲人和肢体不全
者，造谣中伤者将有恶臭的气息，盗马人将跛行；残酷的人将脱生为猛兽，
盗粮者将脱生为老鼠。因此，在收获自己从前善行之果的同时，人就将必须
承受自己恶行的后果。沉沦于黑暗之中的灵魂，将降为牲畜；然而善良的灵
魂，在一系列的脱生中，将上升而直到成神。还有更加广泛流传的学说，即
人死后就要受到冥府的审判。其中，罪过深重的人就被定罪去受苦；只有那
些在人世生活正直的人才能够到达极乐世界。这种学说在古代埃及很盛行，
草纸的《亡灵书》书卷，木乃伊棺上的图画和象形文字的图式，都证明了这
一点。例如，在任何博物馆中，我们都能看到衡量死去的人的灵魂的场面和
在奥西里斯面前对它的审判。奥西里斯是亡灵法官，有四十二个助手。而管
文书的神托特站在旁边，把严厉的判词记录在自己的小板上。
在直行象形文字中列举了各种罪行，灵魂应该宣告无罪；这是可以称
做仪式性的和道德性的罪过的有趣混合体，在这些罪过之中有下列的话：
“我
没有隐秘地对人作恶。我在真理的审判中没有说谎。我没做任何不信神的事。
我没有迫使工人的劳作比他一天所应做的更多些。我没有在其主人面前诋毁
奴隶。我没有杀过人。我没有欺骗过人。我没有伪造过国家的标准。我没有
损坏过神像。我没有从死人身上拿过捆扎材料。我没有做过私通的事。我没
有缺过胸前婴儿口中的奶。我没有在牧场上猎捕过野兽。我没有用网捕捉过
神鸟。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由此可见，在有文化的古
代民族中在最早的有史时期，神学就已经跟伦理学结合了起来，而宗教作为
一种道德力量获得了对社会的统治权。
我们就这样证明了，万物有灵观或灵魂论，是野蛮的和古代的各民
族宗教中各种不同的精灵和神批体系产生的基础；同时也指出了，在粗野的
种族中间，类似的信仰已经开始影响道德行为。在这里，宗教的两个方面（哲
学的和道德的）以最简单的形态出现。

这两个方面，读者在进一步研究世界宗教时应当经常记住；在研究著
名宗教的历史时，必须确定，宗教在哪种程度上服务于这两大任务：一方面
的任务，是教人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认识他的周围以及渗透于全部现实之
中的可畏而无际的力量；另一方面的任务，是指导并支持人去完成生活所加
于他的职责。在研究者面前将常常摆着这样一个问题：强大而真诚的宗教如
何会趋于衰落，而另外的宗教又如何在当地出现？当然，这类变化在不小的
程度上决定于征服，例如，在波斯所曾经发生的情况，在那里，穆罕默德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的宗教几乎彻底灭绝了塞鲁士（Ｃｙｒｕｓ）和大流士（Ｄａｒｉｕｓ）
时代的古代琐罗亚斯德教。但是，征服者的宝剑仅仅是宗教借以强制确立和
被用来强力推翻的一种工具；真正的原因深深地隐藏在人的头脑中间。对待
古代宗教废墟，一种历史观点就足够了，这就可以看到，它们是由于内在的
原因毁灭的。埃及的祭司们从前曾是他们那个时代最先进科学的代表，他们
曾经设想过，人类无须多学点什么，在世界超过他们并丢下他们去卑躬屈膝
于迷信之前，抱住自己的传统去反对一切新知识。希腊的祭司们在宏伟的庙
堂里举行宗教仪式，并拥有财富和荣誉，但是寻找如何生活得好的秘诀的人
发现，庙堂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于是他们就从它那里转向哲学。如果
著名的宗教不能在先进的科学和道德中保留自己的地位，那么，它就可能仅
在多少世纪之内，慢慢丧失它对民族的意义。但是任何国家的力量和无论多
少庙堂财富，都不能把它从另一种最后产生的信仰中拯救出来；这种信仰来
源于高级的知识，并能教人过上最好的生活。

第十五章 历史和神话

传说——诗歌——虚构中的事实——最古的叙事诗和书面作品——
古代的记事和历史——神话——神话的解释——神话的传播 我们已经不大
求助历史来证明人类生活的最早时期了。正如本书的第一章所指出的，我们
这些新时代的人知道，最古的民族已经湮没而不为古代的民族所知道了。但
是，不应当由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古代历史已丧失了它的价值。与此相反，
现在有较之任何时候都更好的证实手段证明其真正的价值，我们可以借助像
古代的文献和语言这样一些证据，再加上现代历史学家所发现的那许多极早
的著作，来进行这一证明工作。任何时候也不过是需要从那些传说、诗歌和
有关历史开始时期的书面证据中获得鲜明的概念。
各民族的早期历史，或多或少是由那些在文字出现之前从祖先那里
靠记忆传下来的传说组成的。我们自己的经验不可能教导我们多方面地认识
这类口头传说的价值，因为在文明世界里，传说是那样地不适用，而当时发
生的事情又没有被记录下来，所以在现代，我们对于发生在我们祖先早期时
代的事件知道得极少。但是，文字还没有普及全球，还存在这样一些民族：
这些民族的历史仅仅由祖先传下来的传说组成。例如，直到不久以前还不会
书写的南太平洋岛民，是有知识的野蛮人，他们希望把关于既往时日的回忆
传给后代，并在一两种情况下，这些回忆在他们之中可能受到检验，看来，
记忆好像真的能够十分长久而忠实地保留历史知识。传教士惠特米

（Ｗｈｉｔｍｅｅ）报道说，在罗图马岛上有一棵极古老的树，据传说，树下埋着
一位著名领袖的石座。不久，这棵树被暴风拔出，树根下果真有提到的领袖
石座，它避开人眼想必已埋藏了若干世纪。埃利斯群岛（ＥｌｌｉｃｅＩｓｌａｎｄｓ）
上的土著们声称，他们的祖先是在许多代之前从遥远的萨摩亚（Ｓａｍｏａ）群
岛的一个溪谷里来的，他们保留了一根古老的被虫腐蚀了的木棒，这根木棒
的各部分由于用木块绑着才免于散掉。在他们的集会上，发言人手中握着它，
作为有权发言的标志。这根木棒不久前曾经拿到萨摩亚群岛去，才知道它是
由那里生长的树木制成的。同时，在所谈到的那个溪谷里的居民们中间，保
留着这样的传说：在从前某个时候，从溪谷里出来一大群居民，他们到海上
去探险，大都没有回来。在这些波利尼西亚群岛的传说中，最著名的是毛利
人所传播的那些关于他们的祖先在新西兰定居的传说。
他们说，在一场内战之后，他们的祖先从夏威夷群岛乘小船逃往外地，
向东北航行；他们引用建设者和船队的名字来证明他们登岸的地点；他们一
代一代地重复着从乘小船到来以后各代领袖的名字，这样一共有十八代，或
者从新来者占据这个岛那时起已有四百到五百年。虽然正如可预料到的，各
个不同地区的传说在许多方面都有矛盾，但他们却用来作为一种文件，由于
这种文件，土著们就根据他们祖先的权利占据着土地。他们的祖先是乘独木
舟“鲛”（Ａｒａｖａ）和“神的独眼”
（Ｍａｔｉ－ａｔｕａ）登陆的，而且未必能够怀疑，
人们中间经常重复的这类家系所依据的是现有的事实；而这些人的土地所有
权就决定于这些家系。但是，毛利人的这些传说有一半是由最简陋的传奇故
事组成的。当一个小船的建造者砍倒一棵大树以便做小船骨架的时候，他第
二天回到森林里发现，一夜之间树又立在原地了。当小船已经造成并放到海
上的时候，魔法师留在岸边。但是小船到达新西兰，魔法师却像骑海豚的阿
利翁（Ｏｒｉｏｎ）骑在海怪背上，比移居者早一步游过大洋到达那里，已经站
在岸上了。新时代野蛮民族的这些传说，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埃及和希腊早
期历史中真实的回忆和神话幻想相混合的十分真实的概念。根据传说，上述
的历史是从当时甚至还没有文犊员在石板上刻下皇帝名字的遥远过去传下来
的。
当传统用文字传下来时，特别是在诗人们赋予传说以诗的形式时，
传统就获得了更大的稳定性。甚至现时在英国，某种突出事件变成了叙事诗
歌在全国歌唱。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前，作为历史家的诗人的作用比起后来要
大得多，许多古代的欧洲歌曲带有真正历史年鉴的印记。不列颠的古代歌曲
常常包含着极为真实的历史。例如，其中有一支提到了伯特兰·杜·格斯克
林（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ｄｕＧｕｅｓｃｌｉｎ）的头发像狮鬣，而在另一支里描述着，冉·德·蒙
特 福 特 （ Ｊｅａｎｎｅ－ｌａ － ｆｌａｍｍｅ ） 为 了 带 剑 和 燃 烧 着 的 木 头 从 亨 尼 朋
（Ｈｅｎｎｅｂｏｎｔ）出发，去烧法国兵营，她把军事装备披挂了起来，这种装备
经其他历史材料证明她是确实带过的。虽然诗人和吟游诗人保存着许多像刚
才所援引的具体事件，但是他们对所报道的事实却没有历史家的良心感。由
于希望感动听众或者迎合他们的心意，为了使自己的民族自豪感和领袖的家
族自豪感得到满足，歌手在领袖的大厅里歌唱时，他就将自己的歌曲带有真
实的名字和事件，但是这样安排它们，就更使他的故事具有戏剧性，甚或是
直接编造历史。伟大的德意志史诗《尼伯龙根之歌》（ＮｉｅｂｅｌｕｎｇｅｎＬｉｅｄ），
是在勃艮第（Ｂｕｒｇｕｎｄｙ）开始的，那里有三个王掌握着莱茵河上沃尔姆斯的
会议，他们的姊姊是美丽的克里米尔特（Ｋｒｉｅｍｈｉｌｔ），她的丈夫西夫里特

（Ｓｉｆｒｉｔ）被哈根（Ｈａｇｅｎ）阴谋用枪刺杀在小河旁。之后，她就嫁给匈奴
王阿提拉，而流血的故事就以她的复仇和死亡结束，留下了伯尔尼来的阿提
拉和乔德利奇及在牺牲的战士身上哭泣的人们。
在这里，地点和个人带有很强的历史性，可以编成叙事诗形式的历史，
如果历史只凭这类传说就能写成的话。但是吉本的读者知道，实际上，阿提
拉在乔德利奇诞生前两年就死去了。这首叙事诗只是一种传说的后来的异
文，它的较早的形式是作为《佛尔松萨迪》而保留在斯堪的纳维亚。引用沃
尔姆斯王宫，骑士比武，以及所有其余历史人名和地方情况，只是为了赋予
故事以诗的性质和色彩。中世纪已经有了编年史，而这些编年史能够揭穿诗
人们；如果诗人们在这时戒除了伪造历史的恶习，那么我们在那些还没有历
史稽核所的时代的叙事诗中，怎样才能把事实和虚构区分开来呢？《伊利昂
纪》和《奥德修记》可能包含着许多关于真实的人及其事业的回忆：或许某
位阿伽门农事实上是在迈锡尼统治过；对特洛伊的包围也可能真正发生过—
—或许恰好正是在那个施利梅曼挖出了金杯和金项饰的土城周围。但是要从
荷马的叙事诗中寻找出历史的真实来，是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在荷马的叙
事诗中，自然的事件和奇迹，就像在历史传奇中那样混杂在一起。要判断在
某位歌手的口头上对各民族的编年史不偏不颇地保留到何种程度，极为困
难，正如格拉德斯通先生在他的《荷马入门》
（ＰｒｉｍｅｒｏｆＨｏｍｅｒ）中所指出的，
歌手把任何一个杰出的希腊领袖在神圣的战斗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被任何一
个特洛伊人杀死当成了常规。如果在古代诗歌中，除了关于历史事件的歪曲
了的回忆之外，找不出任何东西，那么，对于人类学者来说，把诗歌完全弃
置一旁，那将是最明智的事情。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诗歌是最全面而
确切的认识文献之一。
虽然诗人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但他所谈到的可能是历史。在各民
族、国家和城市的名称中，诗人在我们面前无意地表现出社会及其居民，他
们在当时如何。在《伊利昂纪》的第二部里，人和海船的名单是地中海海岸
地图及海岸居民的概述。荷马了解埃及人，了解他们的田地灌溉及其医疗技
术，了解由于自己的船舶而享盛名的脱尼基人及其绛红色的纺织品。卡德莫
斯（Ｋａｄｍｏｓ）这个名字是腓尼基语，意思是“东方的”，其实他的同伴们所
建造的“七座门的”底比斯，证明他们对神秘数七报以崇敬，这种崇敬导源
于巴比伦对七大行星的崇拜。诗人未必能想到，他所讲述的充满怪异现象的
故事，其中有现实世界的情况，未来世纪的人们正是要重视这种关于现实生
活的证据。抓住大公羊的肚皮或者动身往冥国到苍白的死人阴魂那里去的奥
德修斯，是纯粹的神话。然而对波吕斐摩斯的描述，是为数不多的古代低级
野蛮人风俗画面之一，而访问冥府，这是古代希腊宗教中人们所想象的精灵
之阴惨的冥府生活的一章。对于生活和风俗的描写也是如此。诺西卡
（Ｎａｕｓｉｋａａ）公主坐着两头骡子驾的大车，载着要洗的内衣到河边去。奥德
修斯沿着航海的斐亚克人（ｐｈａｉａｋｉａｎｓ）的大街走着，对海港、坚固的墙壁
和堡垒感到惊异，后来就迈过阿尔金诺（Ａｌｋｉｎｏｏｓ）宫殿的门槛，进去抱住
王后阿瑞蒂（Ａｒｅｔｅ）的膝盖；然后坐在灰烬中的炉灶上，直到国王想起雷
神宙斯跟这位请求者很亲近而且很关心他的时候，才拉住他的手，让他坐到
自己旁边儿子的辉煌座位上。随着黠智的奥德修斯的传奇性历险，我们看到，
宛如在许多活动的模糊的画面上，古时的英雄们手中拿着枪，脚旁跟着快犬
走着；在一座房子的进口大门旁边，他们丢掉衣服，进入浴室；又从那里出

来，身上擦过油之后就到宴会上去。在宴会上，他们没有任何像盘碟或刀叉
之类的细致器具，把烤肉和面包吃了个够；他们在平坦的林中草地上扔盘子
消遣，或在阳光下铺着的兽皮上摇着小磨享乐。在庄严的祈祷仪式上，他们
用深色的酒和烧肉来祭奠，高声祈祷他们心中所渴望的，但同时也知道，神
在谛听着他们，将施予或拒绝。这一切不只是历史，而且是最好的历史。在
文化研究者的眼中，使新人感到如此惊讶的自然和超自然的荒谬结合，是早
期宗教思想状态的证据。神祗们在宙斯——乌云的召集者的宫殿里举行会
议，以便决定如何处理他们平地下方的信徒们正在厮杀的军队。神祗们参加
到了战士们拼死的斗争中。波塞冬从埃涅阿斯的盾牌上拔出了青铜尖的枪，
举起这位特洛伊的英雄，并把他无害地带到战士们头顶上空；连女神们也都
互相争吵，像那些粗鲁的死去的莽汉们一样。例如，赫拉从阿耳忒弥斯那里
夺取了弓和箭筒，并带着轻蔑的微笑用它们射击她的脸，直到她流着泪避开，
把她的弓留在后面为止。如果认为这全都是纯粹的虚构，或是最初听到史诗
这一奇异章节的人所进行的诗的修饰，那就大错而特错了、这些人还处在上
一章所记叙的过渡的宗教状态中，当时，精灵是使原始的祖先成为把自然及
其现象的存在人格化的原因，而这些精灵已经开始丧失其鲜明性，但仍然继
续被认为是支配自然并干预人们生活的神。我们如将这类思想状态和现代的
论断相对照，就能帮助我们认清在整个历史中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人类思
维从神话气质向历史气质的过渡。这种变化并非一下子发生，而是在许多世
纪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在格罗特（Ｇｒｏｔｅ）的《希腊历史》中，较之地叙述
哲学世纪的那一章来，未必能找到较有教益的章节。
在哲学世纪，希腊人困惑而苦恼地觉察出，作为他们的《圣经》的荷
马史诗，跟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很不一致，因此，他们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
问题：世界上人们跟神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的那个时代，这样的变化可能实
际发生吗？ 所谓古代历史中的许多现象，也应当以同样的观点来研究。采
用历史考证，也就是采用判断，其目的不是为了不相信所报道的，而是为了
相信它。它的目的不是从作者那里寻找错误，而是为了查明他所说的哪一部
分能够确实为历史所承认。因此，现代的读者，比起李维和西塞罗时代的罗
马人来，有了关于早期罗马历史的较为全面的意见。我们比他们看得更清楚
些。说由一个叫罗米拉斯（Ｒｏｍｕｌｕｓ）的人转成了罗马的名称，这似乎不太
可信；不如说罗米拉斯的名字是为了解释这座城为何叫罗马而虚构出来的。
要知道，关于喂养了罗米拉斯和雷马（Ｒｅｍｕ）的牝狼的著名故事，当我们知
道这只不过是希罗多德作为塞鲁士降生史传播的那个故事的异文时，它对新
时代就丧失了任何意义。但是，在这里也能看到间接的历史标记，即使它的
事件是最不可靠的。尽管世界上或许在任何时候也没有存在过像罗米拉斯这
样的人，关于他用自己的青铜犁划过城墙地点轮廓的传奇，也是对于古代着
手建城的仪式的正确标记。在历史学家手下已经有文字证据的时候，甚至他
也常常不得不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较晚的历史。假定说，在学校里读过三十
五卷李维的书。像汉尼拔（Ｈａｎｎｉｂａｌ）和准备跟安安条克（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战
争的誓词这类东西，毫无问题可以作为可靠的历史来采用。但是，当谈到故
事的时候，当时属于古罗马执政官之一的牛发出了可怕的话：“Ｒｏｍａ ，
ｃａｖｅｔｉｂｉ！”——真是可笑。从教师方面来说，把这个故事作为单纯的李维
的荒诞噱头跳过去，那是有缺陷的。他应当指出，大概历史学家是从关于怪
事的某种官方报告中借用了它，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种很好的历史

证据，这种证据证明古代罗马人不只相信牛能说话，而且相信这类现象具有
神示预兆的作用，相信这类可笑事件在罗马人中变成了民族的宗教和统治的
如此重要的一部分，以致卜筮者们设法经常供给这类预兆以便于国家执政者
的统治，或者，最低限度是使他们有可能来欺骗人民群众。因此，乍一看是
最幼稚而荒谬的历史片断，却可能是文明史中的可靠的事实。
显然没有任何必要去创造证明古代世界生活的作品，这种创造实际
上指的是给历史增加东西。古人传给我们的无论关于什么的语言和思想，如
果都是确实可靠的，那么新时代的人自己就能够从中选出历史材料。例如，
在《吠陀经》中集录的梵文赞歌，就可以作为歌唱它们的早期雅利安人每日
生活的见证。因此，当献给风神的赞歌把风神说成是驾着有坚固轮子的车子，
有精致的援绳和丝鞭的旅行者的时候，那么新时代的读者显然就会明白，创
作这首赞歌的雅利安民族自己必定也是乘坐同样的车子。在那里面，光辉的
神祗们为了美丽在胸前带着金练，肩上背着枪，腰间挎着短剑——这种神话
形象提供了雅利安战士装束的真实画面。由此可见，这部史前赞歌的书一页
页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雅利安人的古代宗法制的生活：他们带着畜群在广
阔的牧场上游荡，或者关闭在冬季的茅舍里；田野上的耕作和庄稼的收割；
他们的家庭关系和法权；对伟大的自然神——天神和地神、太阳神和霞光神、
火神、水神和风神的崇拜，对于不生不灭的死者的极乐世界的热烈信仰；对
布施的敬重和对正直的人的赞美。在古代波斯的圣典中——在《火救经》
（Ａｖｅｓｔａ）中——雅利安部族另一支的古代传统传到了现在，这一支信仰查
拉图士特拉，是从婆罗门家族中分化出来的。两种宗教之间的深刻裂痕，显
然在于查拉图士特拉的信徒们把婆罗门教的光明之神（ｄｅｖａ）变成了恶魔
（ｄａｅｖａ）。他们认为婆罗门教徒们至今仍在实行的火葬是对圣火的亵读，他
们对这种亵渎感到恐惧；而这种恐惧早已使他们把死人交给食尸肉的野兽和
鸟去食用，正像拜火教徒现时在自己的“寂静之塔”中所做的那样。在《火
教经》的开头，提到了一个称为“雅利安子孙”（“Ａｒｙａｎｓｅｅｄ”）的国家，作
为由善神所创建的诸好国中第一的和最好的国家，后来，恶神就使它遭受到
作十个月寒冬的诅咒。对气候的这种记述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好像
古代波斯人相信他们的发源地是在奥科苏河和雅克萨尔特河的源泉附近、在
中亚凄凉的斜坡上。在这些圣诗中，到处都有这些山地的、贫穷的牧马人和
农民生活形象的影子，这些人跟现代腐化的波斯人和节俭的拜火教徒很少相
似。他们埋头于耕种土地的繁重劳动之中，为的是让土地适于人的生存，具
有新的特点；在这样的土地上，他们赞颂从土地中所体验到的享乐。当农民
使用完了湿润的土壤，并对干涸的土壤进行灌溉的时候，于是土地就把丰饶
带给用右手和左手、用左手和右手耕耘它的人： 种子一发芽，恶魔就低声
指责； 种子一发叶，恶魔就一声声地干咳； 茎干一挺起，恶魔就又哭又
嚎； 一长起粗壮的穗，恶魔就赶快逃跑。防避狼以保护羊圈和防备盗贼以
保护村庄的恶狠狠的狗，对于人来说是如此需要，以致在这部书中包含有关
于狗的特别严肃的条例——十分需要，如果狗不叫也不经心，就给它带上口
套，并把它挂起来，这种处罚应当由给狗以坏食的人来执行；如果它”对富
裕的户主也是这样——那书里进一步说——这同样是不好的。可以想象这是
一幅干练的农场主的现实忠实画面，农场主们拟制出这样的规矩，是为使这
些规矩由他们的子子孙孙重现出来，并传给未来的世纪。
这些粗野的雅利安人只能靠圣赞歌中的口头语言，来转达过去的回

忆。较文明的民族则从早期起就开始记录有关当时事件的知识。最好的方法，
就是想想这种最早的同时期的历史，这一点，看看在英国圣经考古学会指导
下出版的《往事记》（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中埃及和亚述的文件译文就会明
白。在那里面可以找到——例如，由伯奇（ｂｉｒｃｂ）博士翻译的讲述乌纳（Ｕｎａ）
远征的铭文，乌纳是特塔（Ｔｅｔａ）王属下的侍从；在公元三千年前，卡尔纳
克的殿堂墙壁上关于梅吉多（Ｍｅｇｉｄｄｏ）战役的说明；在公元前约一千五百
年，托特美斯三世（ＴｈｏｔｈｍｅｓＩｌＩ）在梅吉多击溃亚述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
军队，开辟了通往亚细亚内地的道路。我们读到，他作为一位国王，率领军
队从加吉到比卡纳岸上的梅吉多南面，他在那里张开帐篷，对他的部队说；
“快支起帐篷，我要在黎明时候去跟卑鄙的敌人战斗！”口令是：“坚决，坚
决，警惕地守卫、守卫、守卫王国的帐幕！”在新月节日的早晨，国王在全
体战士中间，乘着他那饰金的战车进入战斗；神阿门（Ａｍｅｎ）是他的战士们
的保护者，国王便战胜了敌人。战败者拜倒在他面前，抛掉马匹和战车，逃
进堡垒；留在堡垒中的守军脱掉自己的衣服，用它把逃亡者从墙外拉过来。
埃及人开始虐杀敌人，以致这些敌人都像鱼一样地并排躺下，之后，胜利者
就进入了要塞梅吉多，国家领袖们带着贡品：金银、天青石和雪花膏石、盛
着酒的器皿和畜群来到那里。细目清楚的俘获清单列举如下：生俘 ２４Ｏ 人，
手（从死人身上切下的）８３ 只，母马 ２０４１ 匹，岁口轻的 １９１ 匹，金箱 １ 只，
“受轻视的”军队战车 ８９２ 辆，等等。题铭的最后一部分永远记下了常胜之
王带给神阿门一拉（Ｒａ）的丰盛贡物：田地和花园——用来补给其神殿的果
实；鹅——用来填充神的湖泊，并且每天在日幕时让他得到两只肥禽，同样
每天供给他面包和一杯啤酒。正如国王在他的碑铭中所提出的，他不自夸他
做了些什么，也不说做得比事实上多，因为这会引起反驳。我们在这里看到，
舆论的抑制力已经开始影响历史。当然，它并不强迫丝毫无误的真实，允许
夸大民族的胜利和隐瞒失败，但是，即使是讲究虚荣的埃及，编年史也未必
敢于记载毫无事实根据的事件。当转向巴比伦和亚述国的题铭的时候，我们
可以拿查尔德斯（Ｃｈａｌｄｅｅｓ）的著名城市乌尔（现在称做穆黑尔 Ｍｕｇｈｅｉｒ）
的神殿的一块砖作为例子，在这块砖上有用楔形文字写成的辞句： 为神乌
尔，其王贝尔之长子， 乌鲁克（Ｕｒｕｋｈ），雄强的人，勇猛的武士， 乌尔
（城）的王，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 建造了他的安乐的殿堂。
这里提到的苏美尔（Ｓｕｍｉｒ）和阿卡德（Ａｋｋａｄ），是古代达勒底的文
明之地。各公元前十六世纪，汉穆拉比就已经征服了这些民族——这是一桩
伟大的事件，因为由此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们的古代文化和宗教为作为
征服者的亚述王国所吸收。这位巴比伦王在他的题铭之一中说：“贝尔的善
意使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各族人民，从属于我的权力之下，我为他们从头开掘
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运河——人民的喜悦，供给人民以丰富之水的急流；我
从头修复了它的两岸；建筑了新的防护墙；给苏美尔和阿卡德各族人民供应
了不竭之水。” 借助当代人的这类记录，历史学家们现在能够核对古代皇
帝的报道名单，拟定某种像从伟大的城市美姆菲斯和乌尔建立起埃及和巴比
伦王朝的连续系列。我们可以指出，在最近几世纪记录在旧约《圣经》历史
篇章中的以色列人的见证和传说，跟古代历史即古文献关于历史的见证相
近。希伯来人的传说（《创世记》十一、十二）说，他们的祖先曾居住在乌
尔的迎勒底附近和埃及，这就成了他们跟古代世界两个伟大民族有交往的证
据。《出埃及记》（一、二）中提到以色列人曾被迫为法老王建造拉美西斯城，

这说明他们的奴隶制属于第十九王朝中大拉美西斯二世时代，显然，大约在
公元前一百四十年左右，就形成了埃及和希伯来的年代记之间的相合点。在
《历代记》中出现了后来的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由于有与它们同代
的其他国家的证据而十分著名。例如，所提到的希沙克（Ｓｈｉｓｈａｋ），他就是
跟雷霍博姆（Ｒｅｈｏｂｏａｍ）作战并洗劫了神殿的埃及王（Ｉ，《列王纪》十六，
２５）。希罗多德的故事——亚述王森纳切利勃的军队由于老鼠咬断了兵士的
弓而转为逃跑，似乎可能是《圣经》中关于森纳切利勃大灾大难的另一个故
事（ＩＩ，《列王纪》）十九的异文。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在这位全面审查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古代世界
的图画，这位纪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旅行家和地理学家，好像对这古代世界了
如指掌。历史之父——人们这样称呼他——不是作为本民族的年代记作者进
行写作，而是抱着广泛的、对有关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感兴趣的人类学观点来
写作的。最新的发现充分证实了他的报道，所以当他们像希罗多德那样细致
地把传奇或传言跟他们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区别开来的时候，我们就有权信赖
古代的历史学家们。例如，希罗多德讲述了关于冒充王者的奇怪故事，这个
冒充王者是斯美尔迪斯，并且坐到波斯的王位上，直到他由于他那被割去的
耳朵而被识破为止，大流士杀死了他。若干年前，波斯贝希斯坦附近的一面
高高的峭壁上所刻的楔形文字题铭被破识了，它们原来正好是大流士王用三
国语言所作的证据，而且这个证据跟希罗多德所引用的故事相一致，这就足
以证明希罗多德确实十分熟悉他那个时代之前整个世纪中波斯的事件过程。
而且希罗多德的下述故事还能经受更好的验证，这个故事据他说是根据埃及
的祭司们的口述记录下来的，是有关于他们两千年前的国王的。在他们的口
授 之 下 ， 他 记 录 下 了 金 字 塔 国 国 王 — — 切 奥 普 斯 （ Ｃｈｅｏｐｓ ）、 切 弗 伦
（Ｃｈｅｐｈｒｅｎ）和米开里诺斯（ｋｙｋｅｒｉｎｏｓ）的名字。在最近几个世纪里，批
评家们有时表示怀疑：这些国王是真实存在还是纯属凭空杜撰？但是当埃及
象形文字丧失的意义被现代学者们重新考释出来的时候，他们读到了希腊历
史家在当时听到过的那些名字。最古的历史证据能在长期丧失了意义的古文
献中遇到这类的证明。苏基迪德说（六，５４），彼西斯特拉特（小的）设立
了两个祭坛，其中一个祭坛上的铭文已经被雅典人损坏，但是在另一个上面
（历史学家说）虽然文字不好辨认，现在还可以通读：“彼西斯特拉特（希
彼亚斯的儿子）把自己执政的这个纪念碑放在得尔福的阿波罗神殿的门廊
里。”这块带有题铭的石块的一部分，１７７８ 年在伊里索斯附近的一庭院里找
到，现存雅典博物馆中。下面这种研究家能够最好地了解这类文献赋予历史
以何等生动的现实性，即这种研究家从自己的书本到不列颠博物馆，并在古
代钱币中看到了生着羊角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大头，他曾公然宣称为宙斯－阿
蒙的儿子，而币中的这个头像就是他生活中的这一奇异插曲的纪念；或者，
研究家会惊异地注意到那种金币——这种金币证明辛白林（Ｃｙｍｂｅｌｉｎｅ）确
实是铸造带有自名字的钱币的真正不列颠王。这个辛白林由于莎士比亚
（ＳｈａｋｓＰｅｒｅ）而闻名于现代。
这样看了早期历史材料之后，会发现这种历史是如此地有利于人的
研究，我们就没有必要转到后来历史的陈腐基础上来。我们仍然要谈谈神话
这个常常使历史学家们跌跤的绊脚石。不能把神话只看作是迷误和荒谬，相
反，神话是人类智慧的有趣的产物。这是想象的历史，是关于任何时候也没
发生过的事件的虚构故事。特别是导世纪写作的历史学家们，记录了关于真

实事件的传说，这些事件跟神话纠缠在一起，因而对现在研究者来说，决定
何者相信，何者排斥，这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现在的研究者，他能够采用
可能的标准并确定某种事件从未发生过，因为他完全了解自然的过程，因而
满有把握地排斥它发生的可能性；在这个时候，他不能不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例如，各个有文化的民族都从科学中知道，在人们头上那个好像蓝色穹窿或
苍穹的大，实际上不是像古人所认为的那种坚固的拱形圆顶，而只是稀薄的
空气和水蒸气。我们应当把那些关于生活在天宫中的，并在那里召开有关从
地下登上或飞上天的人的会议的神的古代神话，关于在玻利翁山上堆积俄萨
山，以便强占天外的高处，并跟处在他们头上的神进行战斗的巨人的古代神
话，从历史中勾销，这就是上述认识的结果。除了这种把神话作为一种任何
时候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报道揭示出来的方法以外，还有另一种说明其手
段的方法。
如果我们了解导致某个故事臆想的原因，那么，就常常可以确信这个
故事并非历史。
我们知道，我们是如此强烈地希望解释整个世界，在野蛮人心中也
同样，于是他们就根据这种愿望，想出了那些可以使他们的思想得到满足的
解释。然而他们可能更进一步，他们的解释变成带有人名和地名的故事形式，
于是也就变成了完整的神话。在今天，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把采用这类方法编
造虚构的历史看作是可尊敬的事业。但是，没有受过智力训练的人们，他们
处在所谓神话创作状态下（这种状态由蒙昧时期开始，直到今天在我”们中
间也还没有完全结束），把他们猜想可能发生的事情，毫无顾忌地变成了一
些关于那种——按他们的话来说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最为生动活泼的故
事。例如，当比较解剖学还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时候，在地下发现了巨大的骨
骼化石，人们就认为它们是巨大动物和巨人或从前生活在地上的巨人的残
余。新时代的科学确定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因为问题涉及到野兽，那是象、
犀牛等等的古代种类，但是关于巨人的说法则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没有
一根大骨骼，属于任何跟人相类似的构造之中。但是暂时还有人相信，这是
巨人的骨骼。人类的想象力创造了关于这些巨人及其惊人事业的故事，这些
故事至今还在地球各地作为关于真实事件的传说而存在着。例如，北美西部
大草原上的苏人说，他们那个地方某个时候居住着巨大的动物，他们至今仍
保留着它们的骨块作魔法用。他们也谈到巨人哈－奥－卡（Ｈａ－ｏ－ｋａｈ），说
他能够跨过最宽的河和最高的树；为了庆贺他，他们在盛大的祝宴上饮酒并
舞蹈。原来，剑齿象的骨骼化石板可能成了土著人信仰古代任兽的基础；而
巨人也进入故事，我们对这一点不能不感到惊异。特别值得回忆一下在不远
的上世纪，清教徒的传道士科顿－马瑟（ＣｏｔｔｏｎＭａｔｈｅｒ），曾把关于在新英格
兰发现他证明是洪水时代巨人残余的骨骼的消息，传到了我们皇家社会。
引起世界各地神话编作者的想象的另一个对象，是下面的事实：人
们是作为部族或民族而生活着，其中的每一个都以特别的名称而著名，例如，
奥基伯威人，阿富汗人，法兰克人。解释这种事实的最容易而又最为人所爱
用的方法，就是想象，每一个部族或民族都有带有类似名字的祖先或领袖，
因此，他的后裔或承继者就从他那里继承了部族的名称。实际上，有时是有
地点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这类名祖或有名祖先的臆想的传说之产生，
是由于系谱的编纂者们，一开始就假想有个叫部族名字的那样的人，然后就
把他作为历史上的个人来看待。有时可以在这类虚构的过程中来了解它们。

例如，在巴西和巴拉圭的土著们中间，有一种部族称作图皮人，而另一种则
称作瓜拉尼人，为了解释这种区别，有一个传说这样说，有名叫图皮和瓜拉
尼的两兄弟，开始是从海上带着自己孩子们到巴西这个地方定居；但是，学
舌的人引起了两妯娌之间的争执，争执又发展成争吵，并以分离告终。图皮
留在当地，而瓜拉尼带着自己的家族到了拉普拉塔湾地区。其实，对这个故
事能够进行检验，因为据马蒂乌斯（Ｍａｒｔｉｕｓ）说，瓜拉尼的意思是“战士”，
是传教团的耶稣会教徒们最先把这个名称给予了南印第安人。因此，关于两
兄弟一祖先的故事。应当是最近产生的神话。关于民族祖先的这类名祖神话，
不只是在古时产生，而且也作为真实的历史进入了旧大陆各民族的年代记
中。古代古典时代的研究家，知道关于孪生兄弟达耐和埃及的传奇，即关于
达耐人（希腊人）和埃及人的传奇，和关于海伦的传奇——海伦是海伦人的
祖先，他的三个儿子埃奥尔、多尔和克桑甫是伊奥利亚人、多利亚人
（Ｄｏｒｉａｎｓ）等的祖先。
研究了这两类产生自骨骼化石和民族名称的神话之后，我们认为有
必要指出，这两类神话在我们本国是如何会合在一起的。在十二世纪蒙茅斯
（Ｍｏｎｍｏｕｔｈ）的杰弗里（Ｇｅｏｆｆｒｅｙ）编的不列颠人的历史中说，在古代，我
们的岛称作阿尔比翁，只有少数巨人居住；但是被赶出的特洛伊公布鲁特斯
（Ｂｒｕｔｕｓ），带着信徒们登上了岛，并称作不列颠国，因而伙伴们也就称作
不列颠人。跟他一起来的名叫戈利纽斯（Ｇｏｒｉｎｅｕｓ）的领袖，称他得到的地
方为科利尼亚，而他的人民就称作科利尼亚人，即科尔尼什人（Ｃｏｒｎｉｓｈ）。
这部分地区巨人特别多，其中有一个名叫戈玛戈特（其他地方称作戈
格玛戈格），身高十二肘，能像拔胡桃木棍一样拔出橡树。但发生战斗时，
不列颠人战胜了成群的巨人，除了这个最高大的怪物以外，把他们全部消灭。
这个怪物和科利尼亚人进行一对一的决斗。在决斗中，科利尼亚人抓住了巨
人的胳膊，在普利茅斯附近现在叫做“戈”（鼻子）的峭崖顶上战胜了他，
把他抛进了海里。由于这个原因（年代记作者说）从此这个地方就被叫做“戈
玛戈特之跃”（“Ｇｏｅｍａｇｏｔ＇ｓｌｅａｐ”）。无论这个传奇如何离奇，却不难找到它
的意义。曾有一种各民族起源于特洛伊的习惯说法；布鲁特斯和戈利纽斯是
为了解释不列颠和康沃尔（Ｃｏｒｎｗａｌｌ）的名字而虚构出来的；戈玛戈特或戈
格玛戈格是《圣经》上的戈格（Ｇｏｇ）和玛龙格（Ｍａｇｏｇ），他们在这里合成
了一个人，他们在传说中又被当作了巨人。但是，关于戈格玛戈格从普利茅
斯附近的“戈”峭崖上被抛下的故事，是根据什么创作的呢？答案显然就是，
在这个地方曾发现动物的骨骼化石，人们认为这些化石是巨人的残存物。甚
至在现代，为了建筑堡垒而对“戈”进行挖掘时，发现了一些巨大的颔骨和
牙齿，舆论立刻就认为它们是巨人戈格玛龙格的残存物。
现代文明人所最易了解的神话的例子，就是如此，因为它们几乎是
一些关于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物的推断或猜想；这些猜想带有图画般的详情
细节，而这种细节也就使得猜想具有了现实性的形式。为了了解另一类神话，
我们就应当怀有跟学校中的科学论断条件完全不同的思想情绪，而这种思想
情绪，跟黄昏时幼儿室中的童话故事或夏日傍晚树林中的诗作朗诵所引起的
思想情绪非常相似。前几章指出了，在古代，跟文化格格不久的人们，十分
相信那类在我们中间只作为富有诗意的幻想作品而存在的观念。对于原始哲
学来说，它周围世界的现象，最好是由它里面所假设的，跟人的生活相似的
自然生活和跟人类灵魂相似的自然神灵来解释，这样一来，太阳对原始哲学

来说，就好像成了作为君主的个人，早晨它威风凛凛地在天空升起，夜晚就
疲劳而忧伤地降落到地下世界。
狂风巨浪的海洋是恐怖之神，它准备吞没勇敢的航海者；森林中的野
兽，在思想和语言方面有一半像人；森林中的树木，是精灵的实物住所；它
们那叶子的飒飒声，像是对樵夫的话语，它们那摇动的枝条，像是对樵夫招
手，而樵夫则是有些怀着杀害人的犯罪心情，来砍伐它们的干。世界当时是
“那种产生幻想的原料”；身体的变化和灵魂的迁移发生了；人或神能够变
成野兽、河流或树木；岩石可能是变为石头的人，而木棍则可能是变化了的
野兽。这种思想状态在迅速消失着，但是还有一些部族至今仍在这种状态中
生活，它们表明了编造自然神话的人是怎样的智力结构。当讲故事人生活在
这类幻想国度中的时候，任何诗的幻想都成了魔法故事的依据，虽然（假如
有可能想的话）他应当认识到，幻想是通过他进行工作，他所叙述的奇事不
完全是历史；但是当他死去以后，他讲的故事就开始由歌手们和祭司们在若
干代中传播，而怀疑他的作品的真实性，就成为不敬甚至盗窃圣物的行为。
全世界都曾如此，关于自然大神的神话（色诺芬尼和阿那克萨哥拉敢于对这
些神话表示怀疑，而这种怀疑给他们带来了如此不良的后果），跟现代的野
蛮人像南洋岛民的神话，是同样的作品。我们研究过一些自然神话，选出了
那些最清楚地表现它们如何产生的作品。
塔希提岛人这样讲述他们的海神希罗（Ｈｉｒｏ）：有一天，当他的信徒
们在大洋上航行时，他发睏并在深水中的岩洞里睡着了，于是风神就兴起了
猛烈的暴风雨，要摧毁那些船，但是，航行者向希罗祈祷，希罗就升到水面
上把暴风雨平息了，之后，他的信徒们平安地到达了码头。荷马史诗中的同
类形象是住在大洋中岩洞里的海神波塞冬，他放出大风来，把奥德修斯那不
坚固的小船抛向咆哮的恶浪，直到伊诺出来拯救奥德修斯为止。伊诺命令奥
德修斯脱去衣服，向费阿克岸边游去。两个故事都提供了用自然神话的语言
所表现的狂风巨浪的海洋的语言图画，只是思想的表现方法不同。新西兰讲
述着玛乌依（Ｍａｕｉ）的故事，说他除一种狂暴的西风以外，把所有其他的风
全关闭起来；他未能把西风捉住，借助推到洞口的巨石把它关闭在山洞里。
他所能做到的就是按季节把它赶回家去，届时西风就在山洞中隐藏起来并暂
时死去。这全是对天气的神话描述，这种描述意味着西风是强有力的，它占
有统治地位；而其他的风只能按季节吹。这些新西兰人任何时候也没听说过
关于埃俄罗斯的古典神话和风的山洞，但是他们却如此之近地走到了同样的
神话图画面前，这种神话假定风是从山的两侧类似通风口中吹出来的。西印
度的黑人讲到火和水激烈争吵的神话时说，火慢慢走近了，陆续停了下来，
直到风向它呼求帮助为止；风带它越过一切，当时大战也随之而来，神就从
它的云侵中观战。这些黑人奴隶没有任何可能在某个时候听到《伊利亚特》
的第二十一首诗，不然的话，他们从诗中可以知道怎样用火神和河神大战的
形式，来描写同样的古代自然力的争论：当风请火相助向前吹动猛烈的火焰
的时候，鳗也好，其他的鱼也好，都到处乱蹦，因为它们感到了火舌的灼热。
太阳通过云的间隙放射出的光束，显然，就像通过古井上的辘轳投
下的带水桶的绳子那样，击中了在欧洲的人们，因为在人民的语言中，这种
现象称做“太阳打水”。波利尼西亚人同样看到光束与绳子的相似点，于是
就设想，太阳是被绳子固定住的。他们讲述着这样的神话，从前太阳在天上
行进得较快，直到有一个神在地平线上放上了套索，在太阳下落时捉住它为

止，所以现在它按照给它每天规定的路程，在路上慢慢行进。有句英国的话
这样说：太阳“被黑夜吞下去了”，现在这只是一种比喻；但是它表现了一
种观念，在古代和野蛮时代，人们对这种观念是在较直接的意义上去理解的，
毛利人把这种观念表现在关于自己神化的英雄玛乌依之死的故事中。我们可
以看到——他们说，先祖玛乌依，伟大的女夜神，她在水天相连的地平线上
闪烁，又像隐蔽，又像出现；玛乌依爬进她的身体，通过地干线而毫无损伤；
但恰好在这一瞬间，小鸟 ｔｉｗａｋａｗａｋａ 唱着愉快的歌飞起来了，唤醒了夜神，
夜神吞食了玛乌依。实际上这是关于日落的神话，太阳没入黑暗时死去了。
这个神话被提到的那个具有在日落时歌唱特性的鸟证实了。在世上存在的所
有自然神话中，有少数传播如此之广，如关于日和夜的神话，其中，被吞食
的牺牲者后来又被吐出来或被解脱，带有神话的真实性。祖鲁人的故事描述
着作为国土的妖怪的肚子，那里有庙宇、房屋、家畜和生活着的人，当妖怪
肚子裂开的时候，所有的创造物便脱离了黑暗，同时，带有真实而明显的自
然特点。这个特点证明，讲故事人想到了霞光，公鸡发出的第一声叫喊：
“咯
咯打，我看见了光明！”我们英国的这个古代神话的异文，是关于小红帽的
儿童故事，但是它被结尾的脱漏损坏了（结尾被德国保姆较好地保留了下
来），按照那个结尾，当猪人撕开睡着的狼的肚子的时候，健康而没被伤害
的小姑娘，穿着她那红绸衣裳，就从狼肚里走了出来。
这类故事是幻想性的，但是神话编作者们的想象，还能走得更远些。
迄今为止，我们所描写的神话个人，是像太阳或者最低限度是某种和我们的
感情相近的，和形成某种像风或白天那样现实形象的显著对象。然而当诗人
醉心于他那神话形式的时候，一切东西他都能用名词来表现，也能用动词来
补充，这一切他都能够以个人来看待。如果他想说：夏天来了，睡意袭人，
希望产生了，正义在召唤。那么，他就能够把夏天和睡眠、希望和正义用人
的形象来表现，给它们穿上衣服，让它们走路、说话。因此，麦科斯·缀勒
所说的“语言的病态”有助于神话的构成。但是这并不完全。在下一章中我
们就会看到，是关于灵魂和精灵的观念帮助人们了解到了动因。当原始人的
心中觉得动因就是精灵或灵魂的时候，那么夏天、睡眠、希望和正义的这种
动因或精灵，很容易获得个人的形式。不知道这一点，就不可能以应有的方
法来了解古代诗歌。荷马能够想象战场上的刻瑞斯，在她抓住了伤得要死的
战士或者从厮杀的人群中抓住脚拖出一个人的时候，她两肩披着血衣，她的
形象被描写成战败的阿喀琉斯。这个实体不只是现实化了的语言，而且也是
人格化了的动因——精灵，所以杀死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关于精灵的观念
在亚述人的神话中如此广泛，以致它又重新出现在诺曼人中。在诺曼人那里，
这个民族的每一支在每次战斗时，都派出一些姑娘们，她们在瓦尔哈拉宫中
的宴会上为英雄们的精灵服务，给他们的大高脚杯中斟满酒；这些姑娘是指
导胜利并挑选那些应当阵亡的战士的瓦尔基利亚女神。另一类十分著名的神
话则表明，那种对于我们新时代的人来说，只是表现在语言中的概念的东西，
在古人的思想中却采取了个人的形式。在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书籍中，我们读
到了命运的三织女，即摩伊赖或帕耳开，和她们在《埃达》中的斯堪的纳维
亚的同类形象，那是作为三个智慧妇女而出现的，她们住在宇宙树伊格德拉
西尔（Ｙｇｇｄｒａｓｉｌｌ）下的源泉附近；她们是决定人们生命的女神诺尔茵
（Ｎｏｒｎｓ）。对这三个神话人物的解释就是，她们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化身，
正如她们的名字所表明的，她们的名字就带有“过去”、“现在”、“将来”

（Ｕｒｄｈｒ，Ｖｅｒｄｈａｎｄｉ，Ｓｋｕｌｄ）的意义。
传说经常改变和丧失它的意义，新的歌手和讲故事人一世代一世代
地用新的形式来传播古代神话，以便使它们适应于新的听众。考虑到传说以
这种方式发展和变化，那么就可以预料，它们的材料能够如此保存下来，同
样也能够如此一去不复返地遗失。虽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材料常常能
够找到，但是，进行这种搜集工作必须慎重。机敏的作者最喜欢立即确定一
切故事的神话材料，这恰恰可能是借助于敏捷周到的猜想。即使是在下面这
种情况下，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某种永远也不会强求出什么另外意义的毫无
意味的东西，另一种解释者也能为它探求出重要起源。例如，一位学者，而
且是一位极为果敢的神话学家解释说，我们著名的一段童话的开场白“乳牛
从月亮上面跳过去了”，是古代那种把遮蔽月亮的云描写成乳牛的自然神话
的遗留。解释神话极端需要的不是单纯的猜想，而是应该有原因，即为何这
种猜想较之另一种猜想可能性更大。关于星座的神话，把对象的名称同它的
自然条件结合了起来，这是表现单纯意义的神话的范例。在普勒阿得斯七姊
妹中间，很难看到墨洛帕，神话对这种现象解释说，她为自己死去的丈夫感
到羞愧，于是躲藏了起来。普勒阿得斯七姊妹被猎人依里翁赶到了大洋上，
而俄里翁如荷马史诗所说，受到了绯红色厄俄斯的引诱而消失在霞光中。我
们能够从印度神话中举出另一个例子——关于瓦曼（Ｖａｍａｎａ）的传说，瓦曼
是一个微末的婆罗门，他为了惩治国王巴里（Ｂａｌｉ）的傲慢，就请求国王赐
给他够量三步的土地，但当国王把这种恩惠赐给他的时候，他这个侏儒就变
成了毗湿奴的巨人身形，一步就迈过大地，第二步就迈过大气，第三步就迈
过天空，把巴里赶入地狱，于是他就在那里一直统治到现在。在所有关于有
怪力之矮人的童话中，这个故事是最精彩的，这大概就是关于太阳的神话，
它作为一个小圆球在地平线上升起，然后扩展它怕威力，达到全宇宙。因为
瓦曼，“侏儒”是毗湿奴的化身之一，而毗湿奴最初就是太阳。关于他的三
步的观念，在《吠陀经》的圣歌中，要比它在传说中的发展较早出现，而且
当时，它还只是三步就跨过了大气层的太阳的诗的比喻。“毗湿奴迈第三步，
他就越过了（大地），大地在他那尘土飞扬的步子下满心忧伤。维护圣地的
安全无恙的守护者毗湿奴，由此只迈了三步。” 最后看看神话如何传播。
无论何时讲有趣的传说（真实的或想象的全一样），它都变成了讲故事人储
备的一部分，而讲故事人在故事中增添任何新的人名，往往不仅能成功地把
它根植在民间传说中，而且也根植在历史中。在斯托贝斯（Ｓｔｏｂａｅｕｓ）的集
子中有个得玛拉特（Ｄｅｍａｒａｔｕｓ）的片断，其中讲述了带有希腊人名、作为
阿尔卡迪亚历史中的一个情节的庄严传说，我们把它看作是罗马历史事件，
即关于霍拉提（Ｈｏｒａｔｉｉ）和库里亚提（Ｃｕｒｉａｔｉｉ）的传说。很明显，罗马历
史只是从较早的故事中借用这个传说，正如最近的瑞士历史从较古的民间传
说中，借用了关于弓射出的箭和苹果的传奇，来丰富民族英雄特尔（Ｔｅｌｌ）
的形象那样。为了证明这个传奇开始是由许多历史材料和神话材料组成的，
我们把欧洲著名童话之一分解为若干部分。蓝胡子是历史人物，就是吉勒
斯·德·雷茨（ＧｉｌｌｅｓｄｅＲｅｔｚ），苏尔·德·拉瓦尔（ＳｉｅｕｒｄｅＬａｖａｌ），法兰
西元帅。由于他的胡子有黑蓝色闪光，因而获得了蓝胡子的绰号。一个意大
利的炼金术者曾劝说他，使他相信他的力量通过沐浴小孩子的血可以复原，
为了这个可耻目的，他引诱了许多孩子到他在卢瓦尔河（Ｌｏｉｒｅ）畔的尚普
托塞（Ｃａｍｐｔｏｃｅ）城堡里去，它的遗迹现在还能看到。最后，农民们对所发

生事情的可怕猜想被证实了，这个恶魔于 １４４０ 年在南特（Ｎａｍｅｓ）被处火刑。
但却只字未提被他杀死的妻子们。实际上，历史上的蓝胡子是个凶恶的杀人
犯，他显然承继了布列塔尼人（Ｂｒｅｔｏｎｓ）关于杀妻者的古代传奇故事。那
个杀妻者即可诅咒的科莫尔（Ｃｏｍｏｒ），波赫尔（Ｐｏｂｅｒ）的康特（Ｃｏｕｎｔ），
传奇性的史册把他的名字和行为归属于一万年前左右，把他描写成篡位者和
暴君，他一次娶了许多妻子，又一个接一个地把妻子杀死，直到最后，当他
杀死绝色的特丽芬（Ｔｒｉｆｉｎｅ）的时候，遭到了复仇的惩罚，而被执法者的
手打伤、杀死了。不容易说明这是否某种更古传说的异文，或是所有这些的
某种历史基础。如果英国的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Ｖｌｌｌ）生活在那个时期，那么
这类传说很可能以他的名字为中心。蓝胡子最新的另外一些特点，在特丽芬
的故事中已经表现出来：当她发现以前的妻子们被害而感到威胁，知道危险
的时候，她是如何地去求助于自己的亲属。但是，后者不是采取最新的传奇
形式来表现；特丽芬下降到小礼拜堂里，在危险的时刻进行祈祷，在这里，
四个被害死的妻子的陵墓在她面前敞开着，她们的尸体在棺材上面，同时，
每一具尸体的手中都拿着刀或绞首绳，或另一种使她们丧生的工具。除了这
种极为恐怖的场面以外，现代的异文带有早就熟悉的关于禁室的情节，这种
情节早就成为讲故事人在适当的时机行动的资本，这种情节也可以在《阿拉
伯之夜》中找到。关于特丽芬的古代传奇是具有特征性的。凶夫把特丽芬赶
入森林，斧砍掉了她的头，但是圣吉尔达斯（Ｓｔ．Ｇｉｌｄａｓ）命令她的身体带
着头返回科莫尔城堡，他向它扬了一把砂子，毁坏了这个城堡，然后他又把
头安在特丽芬身上，而她也就退入修道院度其余生。晚期的讲故事人比较喜
欢这种虽然较为鄙俗但却较为愉快的结尾。
刚才引出的带有奇迹的传奇，使我们重新回到了这一章开头所谈到
的历史对神话的采用上去。关于圣吉尔达斯的故事进入了历史。吉尔达斯让
美丽的特丽芬手中拿着她的头回到城堡中，然后把她的头安上。这个故事表
明着那个时代的智慧的性质。当时人们认为讲述这类由圣者们所做出的奇
迹，是极富有教益的，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圣者们能够真的创造这些奇迹。
因此，我们认为是荒诞不经的古代故事能够具有历史价值，同时它们指出了
那样一些时期，当时人们编出这些故事，是由于人们相信它们事实上是可能
的。甚至对于伊索的寓言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当时人们相信，人的灵魂能
够住进动物体内，狼的身上能够具有我们敌人的灵魂，或者，我们的某位祖
先能够屈身在某条蛇体内的中心点上：在这种思维状况下，关于具有智慧的
动物的故事是最合情理的。在佛教徒那里，关于野兽的故事早就成为道德寓
言，它们作为关于多次托生或移居在伟大的宗教创始人的不同体内的传说而
传播着。在鸟体内的佛，他又从狮子口中抽出身来，为此受到口头奖励，而
躲开得如此神速，他应当感到自豪。生于农民体内的佛，他听到蒙着狮皮的
驴子的话，就告诉它，它不过是一头驴。对于千百万人来说，这一切都好像
是“新旧约全书”的一部分，都是研究文明时的极为有趣的事实，同时也预
先警告我们，不要轻视任何只因为获得了神话形式好像就没有价值的故事。
为了理解以前世界各民族的思想，它们的神话能告诉我们非常多的东西，而
这些东西是未必能从它们的历史中知道的。

第十六章 社会

社会发展的诸阶段——家庭——低级种族的道德——舆论和社会风
俗——道德的提高——复仇和司法——战争——财产——法律——家庭的权
利和义务——宗法的和军事的领袖——民族——社会阶级——统治 在每天
发表在我们文明国家报纸上的犯罪行为的报道中，常常有这样一些说法，如
粗野狂暴，野蛮残酷。这两个词在一般会话中标志着这样一些行为：凶恶、
暴虐、残忍。
毫无疑问，较少文明的人——蒙昧人和野蛮人的生活，一般地说比我
们是较为凶恶、暴虐和残忍的。但是，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还不完全在这
一点上。正如前几章所证明的，蒙昧的和野蛮的部族常常或多或少明显表现
着文化的各个阶段，这些阶段也是我们自己的祖先在古代所经历的。而他们
的风俗和法律，常常从我们很难以别的方式猜想到的那个方面，来向我们说
明我们的风俗和法律的意义和基础。不言而喻，这里也不可能引用哪怕是复
杂的社会体系的一览表；所能做到的，就是给读者提供一些古代和现代生活
中的指导性的社会原则。
人类任何时候也不可能作为单纯的、每一个人都是从事其独自事业
的一群个人而生存。社会总是由家庭或者是由从属于婚姻规约和亲手义务的
亲缘所结成的经济单位组成的。但是，这些规约或义务极为多种多样。婚姻
可能是永久的和暂时的一对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丈夫可能有若
干妻子，和一个妻子可能有若干丈夫。在不文明的和古代的社会里，常常很
难了解家庭的类型和它的关系。例如，对于我们来说，按照男系来确定家庭
出身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儿子采用父名就一目了然地指出了这一点。但是在
两半球的低级文明阶段上，正如某种不言自明的事情那样，许多部族却恰恰
具有相反的观念。在大多数的澳大利亚的部族中，孩子们都属于母族而不属
于父族，以致在土著之间的战斗中，父与子经常作为当然敌人而相遇。领袖
头衔常常按照帝王母系往下传。例如在纳切斯人（Ｎａｔｃｈｅｚ）中，这族人现
在在路易斯安娜（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地方有自己的太阳庙。但是，这种广为流传
的由女系继承的习俗，尽管它是深深地发生在社会史中，也仍然被古代的文
明民族所遗忘了，以致当希罗多德在采用母名并且只是按女系来追溯宗谱的
百底亚人中见到这种习俗时，就以为这是某种使吕底亚人跟所有其他民族不
同的特殊习俗。在蒙昧和野蛮的社会里，广泛流传一种麦克伦南称之为“异
族婚姻”或“族外婚”的制度，这种制度禁止男人从本族内娶妻，否则，就
被认为是犯罪行为，有时甚至被处以死刑。在澳大利亚部族中所看到的一种
事实，跟通行的观念是一种奇怪的对比；蒙昧生活没有制度，那里的每一个
男子应从另一族中娶妻，而这另一族同男方本族的关系可以说是妻族。在北
美的易洛魁人（Ｉｒｏｑｕｏｉｓ）中，孩子采用母族或母族图腾的名字。
例如，如果她是出自熊族，那么她的儿子也是熊族，照此他就不能跟
熊族姑娘结婚，而应从鹿族或苍鹭族中娶妻。按男系确定出身的高级民族中，
也有这类习俗。例如，在印度，婆罗门不能娶跟他同族的妻子（如他们所说
的，她的“奶牛圈”）；同样，中国男人不能娶跟他同姓的姑娘为妻。虽然在
这里把蒙昧和野蛮社会的家庭和部族的习俗加以充分讨论是极为困难，但
是，有若干大可注意之点，读者应当注意。早期社会的婚姻是公民间的一种
契约。例如，在尼加拉瓜的蒙昧狩猎部族中，想娶某一位姑娘为妻的青年，

要杀死一只鹿并把它连同一堆薪柴放到那位姑娘父母的屋门旁，这个象征性
的动作表示他愿意打猎和完成男人的工作。如果礼物被接受，那么婚姻就缔
结了，再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仪式。在具有高级文化的民族中，有较多形式上
的许诺和带有宴会和亲属会聚的仪式；后来，也像其他重要日常生活事情一
样，还请来神甫，以期得到神的福佑，并使婚礼神圣化。在举行这类仪式的
地方，婚礼就变得跟野蛮时代的抢婚极为不同——如现在在巴西凶残的森林
部族中所能看到的那种抢婚，战士们对远方村庄进行袭击，用强力把妻子们
带回家中。古代的传说十分熟悉这种习俗，如维尼亚民部族（Ｂｅｎｉａｍｉｎ）的
人们把希洛部族（Ｓｈｉｌｏｈ）节日里跳舞的女儿们捆了起来；或者在关于偷抢
萨宾女人的著名罗马传说中——在以历史形式叙述抢妻的传说中；这种抢妻
的活动作为纯粹仪式仍保留在罗马习俗中。这种抢妻活动在古代是如此通行
的习俗，它最为清楚地证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使现实中温和化的风俗已占
统治地位的时候，这种抢妻活动作为一种形式继续被保持了下来。这种活动
在斯巴达人（Ｓｐａｒｔａｎｓ）中已经转为这类状况；普鲁塔奇谈到斯巴达人时说，
虽然婚姻实际上已经是家庭之间友好的契约，但是新郎的朋友们仍然还要演
一场用强力抢新娘的“戏”。若干代以前，在威尔士人（Ｖａｌｅｓ）中保留了同
样的习俗。在那里，新郎和他的朋友们，骑在马上，武装得像在战时一样，
把新娘带走。在爱尔兰甚至存在把枪投向新娘的护送者们的习俗，虽然在谁
也伤不着的距离内——除非发生某种意外，如某位贵族霍斯（Ｈｏａｔｈ）失掉
了一只眼睛。好像这种不幸情况也就结束了古代的这种奇怪的遗留。由于私
有财产增加的结果，出现了买妻的习俗，例如，在祖鲁人中，未婚男子同姑
娘的亲属们讲价钱，愿意为她出五头或十头公牛。这样的情况，在英国，在
我们那野蛮时期的祖先那里是一种习惯，正如从伊尼（Ｉｎｅ）的威尔土法律
中所看到的那样，“假如一个人买一个妻子”等等。稍后些时候，喀奴特
（Ｃｎｕｔ）禁止买姑娘为妻，但是她自己要多少钱，丈夫可以给她多少钱。这
样一来，某个时候作为新娘的身价而支付的钱，转变成了给她的嫁妆，这是
法权史上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当在较为粗野的社会状态下，寡妇跟已故丈夫
的兄弟结婚的保障被停止时，这类的另一种保障就成为必需的了。
我们从婚姻开始谈起，因为家庭决定于婚姻，而家庭又是社会的全
部稳定性的基础。
所说的关于蒙昧人和野蛮人中间较为野蛮的几类家庭联系的情况证
明，从这几类家庭联系里，不可能期待那些设备完善的极好的家庭经济状态；
文明社会如此多方面的良好性质和繁荣都应归功于这种家庭经济状态。但
是，只要这些最野蛮的氏族不因败行和贫穷而彻底腐化，也不分化为各个部
分，则某种家庭道德观念还是人所共知的，甚至也是在这些氏族中间实行的。
它们的习俗——如果按照我们的观念来判断——是野蛮而残酷的；但是，眷
恋和共同利益的家庭关系已经形成，在保护家庭时，母亲的忍耐温柔和父亲
的大无畏的勇敢精神之道德更务的基础，在他们对幼儿的一般日常关怀中，
在兄弟姊妹彼此互相的依恋中，在相互的宽容态度中，在相互的准备帮助中，
和在共同的相互信赖中，已经奠定了。这就从家庭传播到较为广阔的范围。
部族的自然形成道路，就是由家庭或群体形成部族，这种群体随着时间的流
逝而扩大并分成许多经济单位，而这许多经济单位彼此仍然承认是亲属。这
种亲族关系作为整个部族的关系，被所有的人都如此深刻地承认，甚至当各
不同的部族发生混合的时候，只要一想为所有群体建立一种想象的关系，那

么人们就常常虚构一位共同的祖先。因此，ｋｉｎｄｒｅｄ（亲属关系）和 ｋｉｎｄｎｅｓｓ
（爱护）是携手前进的——这两个同源的派生词，最恰当地表现了社会生活
中主要的基本原则之一。
从野蛮部落生活里能学习到的经验教训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社会没有警察来维持秩序也行。显然，即使是地位最低下的人，不靠德国人
所说的“Ｆａｕｓｔｒｅｃｈｔ”（拳头权），我们英国人所说的棍棒权（ｃｌｕｂ－ｌａｗ）就
不能生活。但强壮有力的蒙昧人不侵入自己那较弱小的邻人的茅屋，也不用
带石镞的标枪投向茅屋的主人，而把他赶入森林以便强占这茅屋。没有站在
普通权力之上的最有力的监督者，部族似应在一周之内就瓦解了；但是实际
上，蒙昧部族继续存在了许多世纪。在食物不太缺乏，战争不太需要的良好
环境里，低级的野蛮种族的生活在它的世代中可能是美好而幸福的。在哥伦
布首次登陆的西印度群岛上，居住了一些被认为是全人类中最温和而善良的
部族。旅行家尚伯克（Ｓｃｈｏｍｂｕｒｇｋ）十分熟悉尚武好战的加勒比人的家庭生
活，他描绘了他们那种令人想起人间乐园的风俗画，那时他们还没有被白人
的劣行所败坏；他在他们中间看到了和平和快乐，以及淳朴的家庭的依恋，
真挚的友谊和谢忱。他们不用夸大的语言，因而没有丧失其淳朴性。他说，
文明世界不会再有机会学习他们的道德，因为即使是他们，也不说他们是生
活在这种道德之中。在新几内亚，荷兰研究家科普斯（Ｋｏｐｓ）提供了跟上述
极为相似的对多里（Ｄｏｒｙ）澳洲土人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建于水中木桩上的
房子里，就像瑞士的古代湖上人那样。科普斯谈到了他们的温和，他们的习
好真理和正义，谈到了他们那固定的道德法规；也谈到了他们对高龄人的尊
敬和对儿童的爱护；谈到了他们产不锁门，因为他们认为偷盗是极大的犯罪，
而这种行为极少遇到。在印度粗野的非印度部族中，英国的官吏们惊异地发
现粗野山民和密林居民中的善良和愉快，以及他们言行中的极端诚实。例如，
沃尔特·埃利奥特（ＷａｌｔｅｒＥｌｌｉｏｔ）先生提到南印度的一个地位低下的贫穷
部族，农场主雇用他们来保护田地，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宁肯
饿死，也不盲从受委托照管的地中偷一粒粮食。他们是如此诚实，所以，他
们的字据会立刻解决哪怕是跟较富有的邻人的争吵，因为全都说：
“库鲁巴
人（Ｋｕｒｕｂａｓ）永远说真话。”当然，关于加勒比人和巴布亚人的这些故事，
证明了他们友爱的一面，然而跟他们战斗的人，则称他们为野蛮的、背信弃
义的恶魔。但是在战斗中的残忍和狡诈，对他们来说却是正义的和值得赞扬
的；我们在这里只研究他们和平的家庭生活。很明显，低级野蛮人可能是处
在相当高的道德水平上，这一点尤其富有教益，这向我们证明了所谓自然道
德。他们的宗教主要在于慰藉祖先的灵魂和自然的精灵，没有像在高级民族
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强有力的道德影响。实质上，他们关于邻近人的行为极少
受神的圣喻或害怕神罚的制约。这种行为多半决定于他们的生活安乐或不幸
到何种程度。当战争的需要或不幸破坏了他们的安乐的时候，他们（也像那
些地位比他们高的人一样）的行为就变得较为残忍而自私。在缺乏任何安适
的生活条件的蒙昧人群中，道德习惯总是低级的，他们为生存而进行残酷的
斗争，以便在他们中能够发展较为温和的感情。此外，在人的低级部族和高
级部族之间，还有那么一种差别：愚钝的野蛮人不具备能够升到文明人的高
级道德观念的思维能力。蒙昧的森林人，忘记了昨天，也不关心明天，在自
己的吊床里过着舒服口子。在他们的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他们还没有
上升到那种记忆和预见的功能上去，这种功能经常使我们回忆过去和想象将

来的生活情景，它还迫使我们在思想上投身处地，为近亲着想，而体验他们
的高兴和悲伤。地球上发生的不幸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于缺乏想象。如果
醉汉能够看到，他当前如此嗜酒所感到的兴奋之后，在紧接的下一个小时之
后将是不幸，那么这后面的不幸就可能遏制前面的嗜酒。在最暴怒的时刻，
当人的思想上出现妇女围着满身鲜血的尸体痛哭的预见性画面的时候，剑常
常反倒会插回鞘中去。低级种族的人如此地缺乏抵抗欲念和诱惑的先见之
明，所以部族的道德稳定状态很容易被破坏，同时，他们愚蠢残酷，是由于
他们对别人的苦难，没有内心的同情，就像儿童对待动物很残酷，是由于他
们不能想象这些动物的痛苦一样。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蒙昧人生活的事
实，阻碍着我们重温上世纪哲学家们的梦想。那些哲学家提出，“高尚的蒙
昧人”作为德行的真正范例，很值得文明民族效仿。然而事实始终是十分富
有教益的，因为它证明，美德和幸福的法规在那些用磨利的石头做斧头、用
木棒互相磨擦取火的部族中，原来是采取简单的形式来实行的。他们的最好
生活异常清晰地证明着伟大的伦理原则，即道德和幸福是携手并肩而行的，
事实上，道德是获得幸福的方法。
不应当设想，在任何文明状态下，人的行为都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
善和恶的道德感。
即使是在蒙昧人中，社会的管制力也在起着作用，只不过比起在我们
中间来是萌芽的形式罢了。舆论已是伟大的力量，应当特别注意它借以发生
作用的手段。各个个人极易关心自己的利益和自己亲近朋友的幸福，但是当
某些思想同时活动，当具有大利己思想的舆论保卫共同的幸福，激励个人把
他的私人愿望抛在一边，并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自己的私有财产甚至生命的
时候，则这些私人的动机就消失了。全部族作为一个整体，它能够蔑视那些
卑劣者和怯懦者，或者对那些用全部幸福和自己生命来冒险以争取荣誉的勇
敢成员给以奖励。旅行家们指出，妇女无论怎样受压迫，她们也能了解自己
在这方面的影响。许多在敌人面前内心动摇的战士，想到他们没有带伤而带
着耻辱回到自己的村中时姑娘们的嘲笑，于是他们就坚决挺住而不临阵脱
逃。这种舆论方面的压力迫使人们按照习惯来行动，而这种习惯提供了在生
活的大多数情况下何者该做、何者不该做的规则。
蒙昧地区的研究者们没有发现警察机构，而他们在自己的家中是习惯
于有这种机构的。
他们有时极大胆地断定，蒙昧人的生活无拘无束，每个人都随意而为。
我们已经指出过，这是错误的，因为文明社会中的生活每一步都被习惯的锁
链牵制着。十分明显，习惯是由于社会的福利或者是由于被认为是社会的福
利而产生的。例如，在蒙昧地区，一般认为热情接待一切到来的人是好事情，
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某个时候他自己就可能需要这个人。但是，习惯是
明显有益还是无益呢？一度它被断定说，不得不顺应它，即使当它的目的被
遗忘的时候。有对蒙昧人被迫切断指节，或者遭受如此长期而严酷的斋戒，
以致其中的许多人死亡。但是，作为他们祖先之习惯的那种事实，往往是他
们用来解释使自己受难的唯一原因。在澳大利亚的有些地区，习惯禁止青年
猎人吃许多种野禽及野兽的最好部分，目的是为老人保留。毫无疑问，这样
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共同的幸福，因为有经验的老人已经不能经受狩猎的
劳累，而能够留在家中织网，制作工具，教育正在成长的一代；他们是人民
智慧的保存者和受尊敬的部落顾问。没有什么能更清楚地证明，即使是在荒

野的这类蒙昧居民之中，社会跟一种单纯的暴力统治相距有多么遥远。
由此可见，社会无论怎样古老和粗野，总是具有它们的关于好坏行
为的准则。但是，至于谈到什么行为应该认为好，什么行为应当认为坏，研
究者应当避免成语所说的以已度人的错误。为了避免根据自己的新观念对处
在其他文化阶段上的各民族的习惯做出判决，研究者应当借助想象来唤起自
己的认识，以便以各民族所从属的观点，按照从各民族中所获得的结果来看
它们的制度。只有这样才可能说明，关于好和坏、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准则，
对于一切时代的一切人并不是一样的。为了用事例来说明这种情况，我们看
一看在各种不同的文明道路上，人们是如何对待他们的老人的。某些低级种
族，对老人关怀备至，甚至在老人陷入昏愚之后，对他们仍然几乎是细心照
顾，常常是极力服侍他们一直到死。当时由对活祖先的尊敬，转为把他作为
祖先的精灵之一来崇拜。但是在有些部族中，儿女们的爱过早地就终止了，
如在巴西的蒙昧人中所看到的。他们用棍棒击头来结束自己的病人和老人的
生命，甚至把这些人吃掉，是发觉担心这些人是极为重累的事情呢，还是实
际上想到——正如他们所说的——这是一种结束既不能以战斗，又不能用宴
会，也不能用舞蹈来引起较多快乐生活的好办法。我们能够明显想象出流浪
部族中的事态。族群应当为了寻求禽兽而转移，不幸的身体衰弱的人不能支
持长征，狩猎的男人和负担沉重的妇女不能够带着他们，他们必须留在后面。
许多旅行家都在荒野里看见过这类令人伤心断肠的景象，例如，卡特林
（Ｃａｔｌｉｎ）当他告别了白发苍苍，几乎完全失明，瘦得只剩下皮包骨的老部
族首领庞卡（Ｐｕｎｃａｈ）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种情景：这位首领颤抖地依偎着
几根树枝堆成的黄火，仅用一张水牛皮架在木棍上撑开作为遮障，食物仅有
一小碗水和几根半啃光的骨头。当部族出动去寻找新的狩猎地的时候，这位
老战士出乎自愿地被抛弃了，这就像在许多年前他自己——按照他的话说—
—留下了自己父亲的死亡一样。当时他父亲已经变得什么也不中用了。当民
族转向了农夫的定居状态，并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富裕和居住的舒适的时候，
就必须停止为杀害老人或不予帮助地遗弃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了。但是历史
证明，这种习俗即使在欧洲也长期地被保持了下来。停止上述辩护，一部分
是由于人要结束这长期苦难的意愿，但更多的是因为从较为残酷而粗野的时
代所承继下来的那种习俗的体验。住在现在成为德国一部分地区的文德人，
保持了令人厌恶的杀害老人和病人的仪式，把他们煮着吃，就像希罗多德所
描写的古代马萨格特人所做的那样。在瑞典的教堂里保留着一些特别粗笨的
木棒，称作“家族棍”——有些一直保留到现在，在古代，亲属们用它们庄
严地击毙年迈的老人和救活无望的病人。在德国的证据中探索从这类古代的
野蛮行为向较为温和的习俗的过渡是很有兴味的。在这种温和的习俗下，虚
弱的、年老的家庭长辈，把自己的财产分配给孩子们，然后，应当受到他们
的尊敬，坐在灶旁的“猫位”上。进步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提高了人类生
命的尊严意识，甚至不管它有无益处和欢乐，并且在这种情感的影响下，终
于开始怀着恐怖来看用强力终止生存，即使是悲惨而痛苦的生存——而我们
的祖先却是问心无愧地采取这种强力终止的。
也应当记住，古代的道德行为准则对于所有的人也不是一样的。一
个人知道他对自己邻居的义务，但不是一切人都是他的邻居。这一点可以从
人类关于杀人行为和野蛮行为的概念历史中明显地看出来。杀人行为未必被
任何一个民族的法律都认为是本身犯罪；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

自卫、战争、复仇、死刑和牺牲的情况下，它被认为是正当的或值得赞赏的
行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部族，不论它如何低级和残酷，会认为人们能够
不分青红皂白地彼此相杀，因为在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下，即使是荒野和林
丛中的蒙昧社会也早已瓦解了。因此，所有的人都承认，任何一种法律都“不
许杀人”，问题在于如何应用这种法律。看一看这种法律在那些残忍的部落
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益的，这些部族把杀人行为单纯地赞许为勇敢的证明。例
如，年轻的苏人部族的印第安人，在他没有杀过人之前，不许帽子上插羽毛，
不能带有勇士或战士的称号。在没有“谋得羽毛”之前，他很难找到妻子。
同样，加里曼丹岛的年轻的达雅克人，在他还没有砍下一颗人头以前，也不
可能找到妻子。那种颅骨或带发头皮也一样，阿萨姆的那加人战士把它们带
回家，就有权文身和跟那位或许整年地等待这种丑恶的结婚证明的妇女结
婚。这并非必定要从敌人那里获得这种战利品，也可以借助最卑劣的背叛行
为去获得，只要牺牲者不是杀人者本部族中的人就行。其实，这些苏人在自
己的环境中认为杀人是犯罪；除了近亲复仇的事件以外，达雅克人对杀人行
为进行惩处。这种事态实际上毫不矛盾，事实上全部解释就在于一个词：
“部
族”。部族制订自己的法律，不是根据杀人是好或是坏的抽象原则，而是为
了保存自己。它的存在决定于在跟邻近部族的生死斗争中保卫自己。因此，
它设立社会奖赏以证明战士在反抗敌人的战斗中的英勇精神，虽然在最后的
蜕化日子里，它允许用取得任何一个老太婆的头，或取得一个隐伏在丛林中
的倒霉的外部族人的头作为战利品，来卑鄙地履行这个手续。研究者在这种
同部族人跟外部族人的单纯对立中，找到了关于通过全部古代历史而逐渐过
渡到观点较为广泛而高尚的正义和非正义观念的关键。拉丁文 ｈｏｓｔｉｓ 清楚
地阐明了古代的事态；这个字的最初意义是“外人”，后来十分自然地过渡
到“敌人”的意义上去。不只是在公开的战争中杀死敌人被认为是正义的，
而且古代的法律还得出了这样的理论：杀死本部族的人和杀死外部族的人是
犯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罪；同时，杀死奴隶仅仅是毁掉了私产。现在，殖民地
的居民事实上不允许杀死黑皮肤的人或黑人，杀死黑人同杀死白色的本国人
一样。人类生命神圣的观念，作为适用于一般人类的原则，在世界上传播得
越来越广。
关于盗窃和抢掠的概念的历史，大致是在同样方向中发展的。在低
级文明社会中，“不许偷盗”的法律是很著名的，但是这法律应用于同部族
的人和朋友，而不应用于异地人和敌人。谈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阿特人
（Ａｈｔｓ）时，斯普罗特（Ｓｐｒｏａｔ）指出，交给印第安人保存口头上的任何东
西都将是十分安全的，因为在他们中间偷窃行为是通病。
问题多少涉及到其他部族或白人的财产。但是他说，认为蒙昧人中的
偷窃行为跟我们中间的这种行为是同样程度的犯罪，那是不公平的，因为他
们没有任何道德规范和社会法律禁止对别的部族进行偷窃，而这种偷窃行为
在许多世纪中已经成为习惯。例如，旅行家们描述道，虽然非洲人在自己本
部族范围内有关于财产的严格章程，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祖鲁人的军队，都可
以偷偷地潜入远方村庄，杀死男人、妇女和儿童，留下被抢掠一空的环形村
庄在地平线上冒起熊熊烈焰；而他们则高高兴兴地带着掠夺来的财物回到家
中。古代尚武好战民族的法律，很好地表现在古代日耳曼人凯撒（Ｃａｅｓａｒ）
的名言中：
“每一团体范围内的抢掠行为，都不要认为是可耻的事情，而要
作为一种操练青年和减少惰性的手段来称颂。”即使在新的文明时代，宣战

可能仍然要使社会回到抢夺和掠获财物的早期阶段上去。但是在和平时期，
财产的安全性也像生命一样越来越稳固可靠了。
由于引渡的公约，罪犯们失去了从前那种逃往国外的可能性，而现在
将落入他们罪行所在的那个国家的法官之手；引渡公约表明了现代把各个民
族结合为承认其所有成员的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一个社会倾向。
迄今为止，我们把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主要看作是人本身的
道德感和舆论的道德感的结果。但是，在任何时候，都承认那些检查人的行
为的较为有力的手段是必要的。在现代，遵守用罚款、监禁、鞭打甚至处死
来惩罚罪犯的刑法的义务，被认为是普通的文明义务之一。但是这种制度也
是逐渐产生的，并且在历史上可以找到它是如何由原始事态发展起来的明显
痕迹。在原始事态时，没有任何职业法官，任何刽子手，但是用自己的双手
来进行审判和制裁，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审判和制裁的原则，就是
我们现在所说的复仇。当野蛮生活中在疯狂的欲念影响下杀了人的时候，这
种复仇权也就付诸行动。行使这种作为一种伟大社会力量的权利，可以在澳
大利亚人中间很好地看到。正如乔治·格雷（ＧｅｏｒｙｅＧｒｅｙ）先生在他关于这
件事的叙述中所说的，为最近的亲属之死而复仇，是最神圣的义务，土著被
号召去完成这个义务。如果他忘记了这个义务而没有完成，那么任何一位老
太婆都将会嘲笑他；如果他没有结婚，那么甚至连一个姑娘都不会同他讲话；
如果他有妻子，那么她将抛弃他；他的母亲将悲叹、哭泣，因为她生了这样
的败类儿子；他的父亲将以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而他也就成了共同蔑视的
对象。但是，如果杀人者消失不见了，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在这类蒙昧地
区和居民很少的地区，是很容易发生的。土著的习俗就接受了古代的学说，
罪犯的整个家族都负有责任；所以当杀人的事成为众所周知的时候，特别是
当真正的罪犯消失不见的时候，罪犯的亲属就要以逃跑来自救。甚至七周岁
的儿童都知道，他们是否跟杀人者有亲戚关系，假如有，就要赶快躲藏起来。
在这里我们得出了两个原则，任何一位研究者如果他是从最早阶段按迹探求
法律学的历史的话，他实在应该把这两个原则清楚地记住。他将在近亲复仇
的原始法律中看到，社会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利用了把人跟低等动物区分开的
近亲复仇的天性；同时由于认为整个家族对它的每一成员的行动都负有责
任，社会就利用家族对每个人的影响力，作为保持人们之间和平的手段。无
论是谁，看到近亲复仇的影响时就不能否定它的实际合理性，也不能否认它
在那种还没有专门的法官和刽子手的阶段上，对于制止人的暴行的益处。实
际上，所有蒙昧人和野蛮人中的近亲复仇者，他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在他的暴
烈疯狂之中，由于流血的事业而履行了自己的一份使自己的民族免于灭亡的
义务。不幸的是，那些把他的复仇指向无辜者的愚昧和谬误，常常损害复仇
的效用。那些属于许多蒙昧部族之中的澳大利亚人，他们可能不知道，如果
他不杀害，任何人也都能死亡，因此，他们就用下面的信念来解释我们所说
的自然死亡：某个敌人借助魔法用看不见的武器伤了死者，或者派病魔吃掉
他的内脏，这样把死者杀害了。因此，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的亲属们就借
助占卜来着手侦察使他死亡的凶恶巫师。当他们说到了谁的时候，就把谁当
做了暗藏的敌人，复仇者就去寻找他并把他杀死。当然，这时随之而来的是
另一方的复仇：于是就发生了祖传的敌对性。这是部族之间怨恨、仇视的主
要原因之一，也正是这种原因，使得蒙昧人处在经常的恐惧和不安的状态之
中。

当转到研究高级文明水平的时候，我们在古代文化水平高的民族中
仍然遇到了近亲复仇权，但是它已经被文明逐渐改变了形态；在现代，文明
已经把它彻底灭绝了。例如，以色列人的法律仍然允许近亲复仇，同时建筑
城市，建立避难所，对于那种在道义上无罪的杀人者，不应当看作是包藏祸
心的人。在那些已经积聚了财富的民族中间，特别是在人们到了用金钱来评
价人的那个阶段的民族中，古代那种关于以血来复仇的疯狂呼声，就转变为
要求酬金。在阿拉伯至今还能够看到与这种发展相比邻的较早和最晚的阶
段。
虽然沙漠上的游牧部族贝都英人，一代代地在继续进行野蛮的流血斗
争；而城市居民们则认识到，杀人者们在每条大街的角落里等候每个人，在
生活中几乎没有可能，因此，他们花血费并停止斗争。这种事态在下述这一
方面来说，是可资借鉴的。在我们的早期祖先中，事态是同样的，当时按照
条顿人的法律，人仍然有为那种给他或地的亲属所造成的伤害复仇的义务—
—只要他还没有进行金钱交易。用于这类和平交易的钱盎格鲁撒克逊语为
ｗｅｒ－ｇｉｌｄ，意思是“赎人钱”——赎一个自由人二百先令，赎低等人较少，
赎一个威尔士人（Ｗｅｌｓｈ）比赎一个英国人少。其次，在那个复仇的常规仍
然是要求以命抵命的地方，受小辱也同样要以罗马的 ｌｅｘｔａｌｉｏｎｉｓ 的方式，
或“同等法”的方式来报复；我们英文的 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ｉｏｎ 即“报复”，就是从
这里来的。这一点由犹太人的法律：“以命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
伤还伤，以皮带抽打还打”，明确地固定下来了。在阿比西尼亚，报复还仍
然是法律。还在不久以前，那里有一位母亲追究一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偶
然从果树上掉下来把她的小儿子砸死了。法官们判决她有权派她的另一个儿
子到树顶上去，让他从那里掉到那个并非有意砸死她的小儿子的孩子身上；
但是，她不愿意运用这样的权利。当然，报复开始逐渐温和而变成了罚金，
例如，古代的英国法律保障着，如果谁切下了另一个人的手或脚，那么这个
肇事人就必须赔偿损失者整个人的半价；一个大拇指赔偿一只手的半价，等
等，直到一个小指赔偿五先令，一个小指的指甲赔偿四便士。在现代，法权
已经过渡到高级阶段，国家肩负着处罚一切由它的公民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的
职责。当读到某种关于科西嘉人的族间血仇（Ｖｅｎｄｅｔｔａ）的流血故事的时候，
我们未必会想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继续存在于荒凉的山岛上的古代法权的
遗留。
其实，我们的刑法法规就是从这类私人复仇中发展而来，这一点，对
于注意过去遗迹的人来说，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当听到类似“法律复仇”的
说法，或对那意味着由于它而个人有权追究欺凌者的诉讼法的东西进行思考
的时候，蒙难者好像在很久以前的时代中一样，仍然记得复仇或取得赔偿。
在现代，实际上国家本身因为社会司法的缘故而力图惩处罪犯。复血仇者在
某个时期曾经是社会安全的守卫者，现在如果他自行处理，那么自己就要成
为罪犯而受处罚。而道德学者，注意到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确定了常规：复
仇是犯罪。
法律虽然已经如此有益地取代了个人复仇，但是它还没有使较大规
模的争吵——国家之间的争吵，完全受自己节制。个人复仇跟社会战争之间
的联系，在粗野部落之间，例如，在巴西森林居民中间，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部族内部出现杀害行为的时候，那么复仇当然就是与杀害行为有关的两个
家族的事；但是，如果杀人者是属于另一个氏族，那么，他的事就变成了反

对整个社会的罪行。受欺侮的社团就召开会议，并做出了——只要敢做——
大部分赞成战争的决定。然后派出军队，在最前面首先投入战斗的是死者的
亲属，他们的身体都涂上黑色，以显示他们在履行杀人的天职。邻近部族间
开始战争的一般途径，是争吵或侵犯疆界，然后是某一方的人被杀死了，为
其死者的复仇就发展成为流血的斗争，而部族战争总是准备一代又一代地爆
发。这种野蛮的事态也曾长期存在于欧洲历史上。按照古代的日耳曼法，任
何一个身体、荣誉或财产受侵犯的自由人，只要他不同意法律协定，换句话
说，他拥有个人战争权利；那么，他可以求助于自己的亲属为自己复仇。国
王艾德蒙德（Ｅｄｍｕｎｄ）颁布了限制这种“非法战争”的法律，这是英国历史
上的转折点；但是这类战争不是一下子能终止的，特别是在诺森伯兰郡。我
们知道，在蒙昧的苏格兰高原地区的氏族中间，这类战争即使现在仍在继续。
在普通的自由人停止了跟邻人的斗争之后很久，某些贵族仍然保持自己的古
代法权。甚至还在爱德华四世（ＥｄｗａｒｄＩＶ）时代，伯克利（Ｂｅｒｋｅｌｅｙ）勋爵
及其信徒们，在格洛斯特郡的尼布莱·格伦（ＮｉｂｌｅｙＧｒｅｅｎ）跟莱尔（Ｌｉｓｌｅ）
勋爵发生了战斗。莱尔勋爵被打死了，最后，伯克利勋爵用金钱交易跟他的
寡妇了结了这件事。弗利曼（Ｆｒｅｅｍａｎ）在其《比较政治》中，回忆到十五
世纪历史中的这一使人感兴趣的事件时，认为它是最后一个英国个人战争或
支付赎人钱的例子。禁止个人战争的英国法律是民族进步中最伟大的步伐之
一。现在，国家采用在法院中进行审判的方法，以代替个人复仇和个人战争
的野蛮手段。但是各个国家继续用战争来解决它们的争吵，而这种战争跟过
去氏族之间的流血斗争相比，也是同样的，只不过是在更大规模上进行罢了。
和刑法法规相类似，关于私有财产的民事法规可以溯源于原始概念。
通过研究早存在于非文明世界和存在于现代的关于财产的这类法规，可以获
得关于早期财产关系的正确观念。在低级种族中，我们的法学家在不动产和
动产之间所作的区别，表现得极为明显。土地为所有人使用，但是任何人也
不能把它作为专有财产。最简单的土地法是跟关于狩猎权的法规合在一起
的；这种土地法可以在以狩猎和捕鱼为生的部族中看到。例如，在巴西，每
一个部族都具有以岩石、树木、天然水沟或者甚至人工界标为标志的疆界。
在追击禽兽时破坏了疆界，就被看作是如此严重的事件，以致犯罪者
可能被就地杀死。
在这类社会状况下，在这无论是怎样的世界的一部分里，每一个人都
有权在自己本部族的疆界之内狩猎。禽兽只有被打死之后才能成为个人的私
产。因此，这里有关于那种属于氏族或部族的土地公有权的明确的法律概念。
也有关于家庭所有权的鲜明概念：茅屋属于家庭或家庭群，属于它的建筑者；
当这一群体把茅屋附近的一块土地圈起来并加以耕种时，这块地也就不再是
社会财产而变成家庭的财产，最低限度，家庭暂时借用着它。
茅屋中的器具如磨制的石块和陶罐，也属于每一个家庭。同时也出现
了个人财产，虽然还是在那种由父亲或家长体现出的族权之下表现出来的。
个人财产主要是由下列的东西组成的：每个人身上带的或直属于自己的东西
——武器、装饰品、上下身的微薄衣服；家庭的成员有权制作的生活过程中
所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们死后大部分要带到阴曹地府去。于是在这里，
我们看到野蛮人已经熟悉了下列的概念：土地公共所有，家庭土地自由占有
（ｆｒｅｅｈｏｌｄ），家庭和个人的动产——这些概念组成了古代法权的整个体系。
但是，这些概念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农村公社在使亚洲和欧

洲住满居民方面起过那么大的作用，所以在现代的英国还有它的痕迹；而在
这种农村公社里，不仅狩猎的地方和草原是公共所有，家庭甚至连所耕种田
地的所有权都没有。这些田地是共同耕耘，有时或在各种经济作物之间再分
成若干区段，因此分拨出的家庭所有只限于房屋和菜园。
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军事民族的产生导致土地所有制的较早方式
发生变革。在被侵占的地方，战败者的土地被分配给王公或他的部队的长官
或普通战士；而他们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把取得这种土地作为应尽的义务。
这类最大最好的著名例子，就是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在英国，到威廉征
服时，原先还是国家公共所有制的人民土地，已经开始过渡到国王手中，所
以国王对它能独自酌定如何分配。或者，在军事国家中，国王能够成为一切
土地的所有者，同时允许他的臣民占有各部分，每年缴纳贡品或税捐：这就
是十分著名的古代埃及和现代印度的制度。在罗马历史上，我们发现，国家
或家庭占有大量的土地，把土地一部分作为一种形式分配给佃农，而征收其
一部分产品。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地租的产生，而这地租是原始法权中还不明
确的一种关系。同时，正如在土地占有方面所发生的这些变动一样，动产获
得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变为耕种土地的奴隶的战俘，成了家庭财产的一部
分；而收人生活导致牲畜不只是用来做食物，而且也用来耕田。贵重物品的
生产，商业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和钱币的使用，给这增加了其他的财产形式。
如果我们看一看我们使用财产的新手段，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这方面进
行了多么巨大的改变，这是因为取消了家庭手中的财产，而允许由个人所有
者来掌握和支配；而这是如此适合于我们这个具有积极的工业进取精神的时
代的制度。甚至土地都可以由个人买卖，虽然法律为田地和房屋的转让，较
之钻石项链或成百箱茶叶的转让制定了另外一种程序，制定了繁杂的手续，
高昂的价格；与此同时还仍然保留着古代制度的痕迹。在古代的制度下，土
地由一个所有者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假如这种转让是可以的——一
般是很难进行而且要由许多人同意。尽管有这一切变化，古代的家庭所有制
仍然继续保持着：指出这一点是极为有益的。根据一个人死后他的财产如何
处理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从前的两种最普通
的方法，那就是：或者是财产不分，一家人仍在一起生活；或者是财产由孩
子们或儿子们分掉。当长于是家庭的宗法之首的时候，他为了维护这个体统，
能够以“长子继承权”的名义获得特殊的或加倍的一份。这是雅利安族和闪
米特族所共同熟知的古代习俗，因为它既出现在印度的古手抄本法律中，又
出现在《申命记》中。在法国，这种古代分配财产的原则至今仍然受到法律
的支持，家庭的成员按其权利而获得其应得的一份财产。在英国，遗嘱的力
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致在理论上，一个人可以随意拒绝把全部财产给谁，但
是在实践上，受到道德感和舆论的内在约束。这种道德感和舆论好像认为，
对于一个人来说，这类剥夺孩子的资产而让一个旁不相干的人或者某一座医
院发财致富的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如果一个英国人死了，没有留下遗
嘱，法律承认他的家庭的权利，把他的动产公平地分配给他的每个家庭成员。
而土地财产或不动产则按其他方式分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转归于长子。为
什么法律如此承认所有其余的家庭成员有权分钱而无权分土地，这是极为有
趣的历史问题。梅因（Ｍａｉｎｅ）的《古代法》的读者知道，千年左右之前，
在欧洲，形成占有地的土地开始归属于长于完全不是为了使他致富，而是为
了使全部亲属能够一起生活在他的土地上，并在他——作为小氏族的领袖的

领导下保卫这块土地。假如在现代，家长成了只对自己个人有利的家庭田地
的所有者，则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旧法律在新的情况下起作用，而且能
够获得旧法律的最初制订者始终也预料不到的结果。长子继承权在全英国并
非都占优势。在英国的某些地区，从封建主义之前的时代传下来的较古的家
庭继承习俗继续存在着。这些习俗中有一种最为著名；根据这种习俗，父亲
死后，土地平均分配给他的儿子们。根据“末日审判书”
（ＤｏｍｅｓｄａｙＢｏｏｋ）
的证言，这种习俗在忏悔者爱德华的时代就有了。这种惯例现在以 ｇａｖｅｌｋｉｎｄ
的名义，即以男子对未立遗嘱之死者的财产予以平均继承之习惯而著名。但
是它在其他地区也有，例如在伦敦北边的肯特什城（Ｋｅｎｔｉｓｈ－Ｔｏｗｎ），可以
认为是从处在这类所有权之上的土地那里获得它的名称的。在英国甚至还有
显然属于更早期社会状态的继承习惯。这就是英国幼子继承（ｂｏｒｏｕｇ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的习惯，按照这种习惯，例如，在哈克尼（Ｈａｃｋｎｅｙ）或埃德蒙顿，
如果一个人死了而没有遗嘱，那么土地就转归他的幼子。这种幼子的权利，
我们并不怎么感到奇怪，至今还可以在欧洲和亚洲的某个地方见到。这种继
承的习惯，对于新地区的移民来说是合理的。因为在这个地区，还有足够的
土地，只要你去占用它就可以。儿子们在这里长大并成家后，就迁居并去建
设自己的庄园，然而最小的要留在家里照顾年老的父母。正如蒙古人所说的，
他是“炉灶的守护者”；在老人们死去以后，他就成了家庭房屋的当然继承
者。这是许许多多习惯的例子之一；那些习惯好像是随意而不合理的，因为
它们继续存在于它们所从属的那种生活体制之后，已经丧失了它们的意义。
在从前还没有法学家和法典的那个时代，那些庄严的法令和权利借
助如画一般的仪式，使它对所有的人都变得鲜明，这些仪式能够在没有知识
的人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许多古代仪礼在现在还保留着，并且如从前一样鲜明地表现出它的意
义。例如，当双方都希望加强彼此之间的和平和友谊的时候，他们就举行一
种合血的仪式，为的是变成为血统亲戚。在现时，旅行家们常常跟各种野蛮
部族结成这种血统的亲戚关系。有个关于举行这种仪式的东非人的故事这样
叙述着：两个人一起坐在兽皮上，意思是他们共有“一张皮”，然后一人在
另一人的胸上割开一些小口，收起混合的血，把它擦入另一人的伤口中。这
样一来，我们就发现希罗多德所记述的，在古代的吕底亚人和斯基泰人中所
采用的，在古代诺曼人的传说及古代爱尔兰的传说中也同样提到过的那种契
约形式。
要较为明确地说出古代道德学说的最重要的原则，那是不可能的。按
照这种学说，人彼此一般不应当是不相关的，而只能是自己的亲戚，因此，
不很干的人，为了获得抚爱的权利和真诚的态度，就应当变成血缘亲属。由
于思维体系相同，甚至粗野部落也认为吃、喝跟缔结友爱关系的活动是相联
系的，因为在某种氏族内，客人可以成为家人之一，而且在道义方面，对待
他们应当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人们到处都对一起吃饭的
事实所赋予的那种重要性。在亿万印度居民中，在现时，社会的结构本身回
旋在等级制度之中，有的人能够同他一起吃饭，有的人就不能同他一起吃饭。
在结婚仪式中，远东非常著名的结婚仪式之一是：一对男女共吃一盘饭之后
就成了夫妻。从印度的结婚典礼中可以看到，仪式怎样通过比较恰当的隐喻
而获得意义。在那个典礼上，把新郎和新娘的衣服前襟结在一起作为结婚的
标志，新娘把一只脚踩在石头上，用来表明她将像石头一样坚贞。据说，在

上世纪的英国流浪人中有这样一种习俗：男子和女子的手在死动物身上结合
起来，以这种方式来预示，他们将结合在一起，至死也不分离。在罗马法庭
上的几个场面，是属于欧洲法律中著名的戏剧性的仪式。在那个法庭上，奴
隶主提出他对奴隶的要求，于是上前用表示枪的木棍来触动这个奴隶。或者
像在古代日耳曼人的习俗中，一块土地的转让是用这样的仪式来表示：从森
林小草原中取一块带草皮的土，上面再插上绿枝；土地的原所有者亲手把这
块上交到新所有者的手中。或者如在封建时代的法律活动中，一位诸侯把自
己的双手放在封建君主的两手之间，这样也就“把自己交到了他的手中”，
于是就成了他的下属。
在古代的法权中存在有另外～些仪式，它们比上述这类手势语还要
实际些。野蛮人的法律在早期就已经开始祈求魔法力和神力的帮助来解决困
难的任务：揭露罪犯，迫使见证人说出真情，必须实现许诺。这就导致了广
泛流行的神裁判制（法律的考验）和誓言。有一些神裁判法，实际上是用来
揭露真象，因为它们影响罪犯的良心。例如，关于一撮米的事，在印度，被
认为可疑之家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把这一撮米放入口中，而小偷神经紧张，
这就妨碍他把米吞下。在英国，同样用一块考验性的神圣面包或干酪
（ｃｏｒｓｎａｅｄ）来做；甚至现在，农民们也还没有忘记这套旧公式：“假如我
撒谎，我就让这块食物噎住！”留在人民记忆中的不多的神裁判法的另一种，
我们可以在下述情况中看到；在某个远方的农场主家里，强迫所有被认为有
偷盗行为的人都握住《圣经》；《圣经》被系在一把钥匙上，而这《圣经》在
小偷的手里难免抖动。古典社会用悬挂在张开的剪子尖上的筛子进行的占
卜，也用这种形式保待了下来。神裁判法已经落伍于时代，现时已为大多数
文明民族的法律所驱逐。在现代，若要见识受法律许可的烧红的铁考验，那
就必须到那些像阿拉伯这样的国家去。在英国，这种考验只有在那些天才实
地运用，那就是当讲述关于走过烧红的犁头的艾玛（Ｅｍｍａ）女王的传奇时候。
现在，这种古代的观念在厅堂里还由变戏法者体现着。就在不远的年代里，
大家都知道有过这样的事：英国的农民们把一位被怀疑为巫神的老妇人沉入
水中，当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重演古代的用水考验；而在这种考验中，神
圣的自然力拒绝不信神者而接受公正者，所以有罪者能游泳，而无罪者则沉
没。这种审判仪式构成了印度的摩奴（Ｍａｎｕ）法典的一部分；在英国的法律
学中，直到十三世纪初之前，这种审判仪式都是考验被控告犯有杀人或抢劫
罪的人的合法手段。如果受到神的裁判的人有罪，那么，通过神的裁判，他
就会招致某种灾难。这种神裁判法本质上跟誓言相近似。但是，誓言通常是
招致上天的未来惩罚，这惩罚是在现世或在来世。例如，在俄罗斯的西伯利
亚法庭上，可以看到奥斯加克人宣誓的有趣场面：当时，把一个熊头带到法
庭上来，为的是如果见证人做了虚假的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奥斯加克人就
去咬这熊头，以此为誓召唤熊咬死那见证人。在我国，法庭誓言在其外部方
式上带有远古的痕迹。在苏格兰，见证人把一只手举向天空；希腊人和希伯
来人用这个姿势，请至高无上的神降到见证人身上，并请求神对违反誓言者
的头进行报复。在英国，吻《圣经》（“新旧约全书”）出自触摸圣物的习俗，
类 似 古 代 罗 马 人 摸 祭 坛 或 宫 廷 承 宣 官 摸 圣 徒 遗 体 箱 。“ 上 帝 帮 助 我 ”
（ＳｏｈｅｌｐｍｅＧｏｔ）的形式，是从古代条顿－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法学中继承下来
的，按照这种法学，古代的诺曼人摸着祭坛上染血的环发誓说：“只要弗雷
（Ｆｒｓｙ）和尼奥尔特（Ｎｉｏｒｄｈ）和全能的神（也就是雷神）帮助我。”一个

和最末一个是古代的英国神，我们（英国人）把他们的名字保留在 Ｆｒｉｄａｙ
（星期五）和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星期四）中。
现在我们转到本书的最后一个课题——统治史。无论文明民族的政
治机构如何复杂，只要我们在蒙昧生活和野蛮生活中找到已有的简单形式，
对它的研究就变得较为容易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家庭的自治是社会的基础。它的权力的代表者
就是家长。例如，在巴西森林中的低级野蛮部族中，父亲可以随意处置他的
妻子和孩子，甚至把他们卖为奴隶，而邻近的人既没有权力、也不愿干涉他
的处理。在现时，文明民族都承认，出生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生活的权
利，这是不言而喻的事，然而即使是这一点，在低级种族中都未必被承认。
在澳大利亚人和许多其他蒙昧部族十分艰难和困穷的生活境况下，人们由于
贫苦常常把新生的婴儿消灭掉，因为在双亲身分已经有了他们所能喂养的几
张嘴。在这类部族中，由于生活困难而杀婴，较之由于残酷无情而杀婴进行
得更干脆。这一点常常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双亲到火里或水中去救他
们几周前还在犹豫是应该让他活还是让他死的那个孩子。甚至在那些为生存
的斗争不再如此严酷的地方，悲惨的杀婴习俗仍然还十分普遍。没有任何能
较为清楚地证明，欧洲民族所经过的野蛮状态，像在古代罗马人和我们条顿
人的祖先中所见到的那种法律一样，并且按照这种法律，要不要养育或遗弃
新生婴儿全由家庭的父亲决定。婴儿既然成为家庭的成员，他的生命就有了
点保障；当年轻的野蛮人成长起来，成为战士，后来又成为新的家长，一般
地就成了自由人。但是，最古的罗马法律允许家长进行严厉的统治，其严厉
性是我们新时代人的思想所难以理解的，因为父亲可以对自己成年的儿子进
行体罚或者把他们处死，可以强迫他们结婚或跟妻子分离，甚至把他们卖掉。
随着文明的进步，在罗马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儿子逐渐获得了本人的权利
和财产权。当把古代社会的生活跟我们自己的生活相比较的时候，基督教信
仰就变得明显了：关心的不是家庭的权力，而是个人的灵魂，渴望个人的自
由。在现代生活中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情况下，家庭专制主义的最好的特点
仍然有作用，孩子们从属于双亲的权力之下，为了完成自己未来的义务而继
续在受教育，法律在赋予孩子与双亲相对的个人权利方面，极为慎重，以便
不削弱那种把社会结合为一个统一体的基础。但是，因为家庭已经不再是像
它从前那样的在自己内部的独立王国，于是个人就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们已经看到了，在粗野的社会中，在发生某种罪行的情况下，受害的家庭
就向犯罪者的家庭复仇。关于权利的新观念告诉我们，这是错误的，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就是让无罪者代替有罪者受处罚。但是在低级野蛮人的生活中，
实际上这是维持秩序的最好方法，并且对于那些生活在这种习俗下的人来
说，这是正确而合理的。例如，在澳大利亚人中有这种习俗，在这里，当某
一家庭成员杀了人，其余的成员自然而然地承认他们也有罪。这种观念完全
不限于一些蒙昧部落，研究家在像希腊人和罗马人这样一些古代民族的法律
中，也熟识这种观念。在这里，只把欧洲法律中出色的地方引出来也就够了，
这样的地方同时证明，古代的原则是什么，并如何将这种原则加以改造，把
高级的法权观念加入到法律中去。“父亲们不应因孩子们而被处死，而孩子
们也不应因父亲们而被处死；每个人都应当因自己个人的罪而被处死。”
（“第
二诫律”二十四，１６） 在蒙昧地区的旅行家，在哪里都会遇到一些顺着荒
原一起游牧的家族，或者都会见到一片热带森林中小河旁的茅屋——只要他

十分注意地观察，他到处都会发现某些统治的萌芽，因为到处都有某种涉及
整个小公社的事，如选择居住的地点，或调解跟沿河远一点的邻近部族因捕
鱼而发生的争吵。即使是在格陵兰人——或许这是全世界管理程度较低的民
族——中也可以看到，如果一些家族整个冬季都一起生活，人们就在雪屋的
北端给某一位善于预测天气的老渔夫一个地方，委托他照看其余的居民，并
关照他们，让他们修理雪墙，从家中出去要一同回来，以便不浪费热量。同
样，当他们结队出去狩猎时，推选某位有经验的向导作为部队的领导者。在
蒙昧部族中常常见到这类领导者或领袖，他们由选出来的那些地位最重要或
最灵敏的人来担任。但是，这类人对于家庭很少有甚至完全没有权力，是通
过说服和借助舆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当然，这类领导者的家庭同样也具
有作用，或者，如果还没有，那么，他就要努力使它具有这种作用，因此，
在他的职位上就表现出了一种变成世袭的意向。在母系氏族中，领袖自己的
儿子可能没有继承权；在以母系氏族为基础组成的部族中，通常是前任者的
幼弟或母、方的外甥被选为新领袖。在存在跟我们非常接近的按父系继承的
习俗情况下，家庭的发展本身就导致宗法统治的建立。我们可以设想，某一
个家庭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建立了新的移居地，这个移居地就在父亲的统
治下产生了。随着一座座新茅屋在第一座房子周围的建立，父亲就成为发展
起来的氏族的领袖。但是当他老了的时候，他的长子就越来越以他的名义来
行使权力；而在他死后，也就被承认继承公社的领导权。于是在这里就看到
了世袭领袖或部族家长的提高过程，长子作为被赋予或大或小的实际权力的
祖先代表的提高过程。但是，在这里也存在把他的继承者免职的实际可能性。
如果继承者是极其懦弱，或者专横，或者愚钝的话，那么就让他的叔叔或弟
弟代替他的地位，虽然在这方面的继承系统并未改变。宗法体系在整个文明
世界流传很广。它不限于某种特殊的种族或民族，但是在现时，既可能在印
度的黑皮肤的山民中，又可以在西非的黑人中进行研究。
对我们来说，旧约《圣经》中的这种宗法体系是特别著名的；旧约《圣
经》证明它在游牧民族中所采取的那种形式，它的那种变化不大的形式在按
漠的阿拉伯人中还可以观察到。阿拉伯人的氏族和部族是由他们的家长、族
长或首长统治的。宗法体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雅利安种族的政治制度的基
础；那里的这种体系的遗留，还可以在印度和俄罗斯的农村公社中去按迹探
求：在这里，村长在“白发老人”的代表会上担任主席，他是以其周围的民
族小支的族长为古代家长的当代代表。在这类温和的统治下，欲望还未发展
的人们，在和平时期能够安乐地生活，停留在淳朴的共产主义中，这里既没
有富人，也没有穷人。这种社会的薄弱一面在于它未必能够日渐发展，、因
为在那种受指导祖先的祖宗习俗统治的社会里，文明的发展中止了。在世界
上，战争到处都使某种较强有力的和较合理的统治成为必需。使一帮蒙昧人
的后裔成为文明民族的这种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军事领袖们活动的结
果。
当战争在这类非文明民族中爆发的时候，和平的统治者就退居一旁，
而把统率者推到他的位子上；或者，在军事部族中，军事领袖可能是一切时
期的行动首脑。当然，他是受过考验的战士，他的坚韧精神甚至能够经受住
特殊的考验，例如，像在加勒比人中所做的那样，军事领袖的候选人要经受
下列考验：用鞭子对他进行无情鞭打，和将他抓破，放在绿叶燃烧的火上烟
熏，把他埋在蚁垤中直到腰部。在美洲，我们甚至见到考取国王称号的原则，

例如，智利的部族把一个能扛起最大的树，并扛到比其余应试者都远的地方
的人选为统治者。在这些粗野地区，当战争把没有联系的一群人变为一支在
为了巩固纪律而被赋予生死权力的领袖统率下的军队的时候，就发生了惊人
的变化。当自然科学家马图斯（Ｍａｒｔｉｕｓ）同一位米兰哈人（Ｍｉｒａｎｈａ）的领
袖在一座巴西森林里旅行时，他们走到一棵无花果树跟前，见到一具人的骨
架被蔓生植物拧成的绳子捆在它的干上。
领袖忧郁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一个士兵，这士兵违抗了他请邻近部族
来反抗入侵的乌马瓦人（Ｕｍａｕａｓ）的命令，就被捆在这里用箭射死了。在野
蛮地区，时常可以看到部族领袖和军事领袖并列，但是当有一天弓和枪的力
量得以表现的时候，那么这种力量就容易得到更大发展。通过全部历史，战
争使嫡亲长子成为勇敢而有才能的首领，这样的首领名义上能随着战争的停
止而终止，但他却切望转到终身独裁上去。在普通民事上的军事统治，实际
上就是专制主义，而且如果军事首领就这样地成为自己国家的暴君，那么在
他所征服的国家里，他的统治很快就会变得更加残酷。黑人王国达荷美（两
世纪野蛮人的军事统治的结果）是人民能够如此屈从于专制君主的惊人例
子。人民认为专制君主像神明一样；臣民们接近君主的时候，要四肢着地爬
行，同时往自己头上撒土；整个民族都是他的奴隶，他可以随意夺去他们的
生命；全部妇女都属于他，他可以拿她们来馈赠，或出卖她们；整个国家都
属于他，没有他的最高裁可，谁也不能占有什么。亚洲人民的国王在理论上
是像达荷美的国王那样毫无限制的，但是在实际上，随着文明的发展，国王
提出或批准了约束他和他的继承者的法律，使社会较为稳定而生活尚可忍
受。同样，只要宗教在国家中变成一种势力，它就把普通民事的和军事的统
治结合或混合起来。例如，在黑人中，司祭长和军事长官可能是两个政府首
脑，而其实，秘鲁的印加人，首先作为太阳神的后裔和代表以父亲般的专制
主义统治着自己的人民，为自己的臣民规定了他们必须做的事：既要吃饭，
又要穿戴，还要跟人结婚。在这类国家中，国王的头衔必须是在统治者的非
几家族中继承的，本质上是僧侣的政权，不论如何获得，都力求变成世袭，
主要是军人的王位篡夺者按宗法领袖的样式建立了王朝。由此看来，最高政
权可能是选举的、世袭的、军人的、宗教的，无论按迹探求国家的发展如何
困难，在各国家中总是可以指出这些成分的某种综合的影响。
在看到了某一野蛮部族准备侵犯敌对政权或保卫自己的疆界的旅行
家中，能够找到对团结那些结合松散的社会群体的作用的记述。粮食和财物
拿去共同储藏，战士们屈从于首领的变换无常的意愿，局部的争吵被较为广
泛的爱国感情所吞没。远方的各亲戚氏族，为了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而
会合起来，而彼此没有这种天然联系的邻近部族则结为联盟，而且他们的领
袖服从于由他们一起选出的一个首领。在这里我们看到，历史上最伟大事实
中的具有最简单形式的两个组合：有组织的军队和部族联盟。在这种军队里，
各支部队都是在一个总司令统一率领下由它们各自的长官领导。而这种联
盟，就类似高级文明社会中所说的建立政治联邦，如在希腊和瑞士的情况那
样。从战后继续存在的这类部族联盟中就产生了民族；同时，最强有力的部
族的长官，常常就变成了联盟之王，如在古代的墨西哥就是这样。这样结合
成的部族，通常是说同样语言的一个种族，因为这到处都是天然的联系。当
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多利安人或
海伦人，他们甘愿利用古代的宗法观念，并自以为是较亲近的，或比起他们

的实际情况来是更属于一个民族（ｎａｔｉｏｎ）或“出身”（ｂｉｒｔｈ）的，甚至像
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虚构一个民族祖先。各种事件经过了不同的发展过程，
但却得到了十分相似的结果。当某一卡菲尔人的领袖，征服了周围部族，使
他们屈服在自己之下，强迫战败的领袖们给他纳贡，并让战士们参加他的战
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建立在像某位凯撒或拿破仑的帝国那样基础之
上的帝国，只不过规模很小，环境粗野罢了。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在各民族的早期历史上，如此极难确定一个民
族在何种程度上是从一个未跟其他部族混合的部族中发展起来的，还是通过
联合和征服形成的。他们的神的多种多样性，证明必定发生过这种民族的混
合。直到一个部族独立地发展之前，同一部族的神的名字和宗教仪式，对于
所有氏族来说都是联合的系带，甚至当迁移到远方某地去以后，他们有时也
要到自己故乡的祭坛会朝拜。但是，在各民族混合起来以后，仍然还保持着
它们各自的神，例如，像在秘鲁人中所发生的那样。秘鲁人把自己的伟大的
神提到最高地位上以后，也给被征服的部族的神提供地位。在古代埃及，每
一个地区都以各种不同的神进行组合，这一点就证明是许多小国和地方宗教
组成了这个专制的国家和这个大的教阶制度。很明显，人类的高度文明是通
过史前漫长时期所形成的民族特性的增长而发生的。分散的野蛮人的家庭在
那范围显得十分广阔的国土上，能够在没有强有力政府的情况下生活，但是，
当人们作为人口众多的民族来生活，并且形成了人口稠密的城市的时候，就
必须建立社会秩序。不能怀疑，这种政治秩序是由军事秩序发展而来。战争
不只授予君主对整个联盟的权力，而且他的军队也为他做出了借以组织这个
民族的榜样。借助军事原则，人类学会了服从权力和遵照一个人的命令行动，
这种事实是最明显的历史教训之～。埃及和巴比伦，凭借它们那不仅普及到
真正的军队，而且普及到祭司和公民的所有等级的军事制度，在古代较一切
国家都更加发展了工业，增大了财富，它们是文学和科学的真正奠基者。它
们为未来的世纪建立了社会管理的制度，这是新时代较自由的人为了自己的
幸福而自愿服从的管理。立宪的统治，它将称作共和的还是称作君主的呢？
它是一种这样的结构，按照这种结构，民族借助军事专政的机构来进行自我
管理。
随着部族和民族的社会变成了较为复杂的体制，社会早就已经开始
分成为阶级或等级。如果我们要寻求联合代表大会的著名基本原则，“所有
人一律平等”，那么，就要去找蒙昧的狩猎人和森林居民——就是在那里也
远非总是如此。事实上，在哪里也未必能找得到这类平等。所有区分为自由
人和奴隶中的最卓越者，从下面这个时刻起就获得了主宰权，那个时刻就是
野蛮人的军队饶恕了战败的敌人的性命，把他们占为己有，强迫他们为自己
工作，为自己耕种土地。在哪个低级文明阶段上开始了这类现象，可以从下
面看出。被禁止携带武器的奴隶等级，组成了许多低级美洲部族的一部分。
奴隶何以被公认为是古代社会的重要因素，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出。这种奴
隶是以这样的形式讲入了希伯来人的宗法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男女奴隶在
一个人的财产数目中被提到时，就像他的牛和驴一样。罗马的法律也没有什
么两样，这一点，可以从 ｆａｍｉｌｙ— — “家庭”这个词中看出。这个词最初的
意思并不是“孩子们”，而是“奴隶们”（ｆａｍｕｌｕｓ）。我们生活在奴隶制的最
后残余正在高级民族中消失的日子里。虽然文明世界发展得高于这种古代制
度，但是古代社会给文明世界带来的益处，却是毫无疑义的。正是由于有了

奴隶的劳动，农业和工业才扩大了，财富才积累起来了，祭司、作家、诗人、
哲学家们才得到了闲暇，才得以提高人类的思维水平。大概现在雇佣工作或
职务的习俗，就是从奴隶制度发展而来，其名称“仆人”（ｓｅｒｖｉｃｅ）也来自
“奴隶”（ｓｅｒｖｕｓ），这个名称本身就把伟大的社会变革史告诉了我们。领主
最初是强迫奴隶为他的利益劳动；后来，自由人也发现为自己的利益而谋取
工作是可以赚钱的，于是，一个巨大的靠工资生活的人的阶级就发展了起来。
这个阶级的数量和影响，在新旧社会之间表现出如此鲜明的区别。
在所有的社会中，除了最小的和最简单的社会以外，自由人也分等级。
古诺曼人把人分为三个阶级；伯爵（ｅａｒｌｓ ）、自由民 （ｃｈｕｒｌｓ）和奴隶
（ｔｈｒａｌｌｓ）。从其粗略的特点来看，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贵族、自由人和奴
隶相近似。贵族也分为不同的等级，特别是那些能够提出王族出身的要求的
人，组成了公爵一等，他们瞧不起在军队、在国家机关和在教会中的首领和
官员：这些人形成了贵族的最低等。
随着民族在人口、财富和智力方面的发展，统治机构应当受到改善。
古老的粗野的方法不再符合目的，劳动分工的原则不得不应用到政治机关
上。例如，执行审判的义务是领袖的原始义务之一。卡菲尔人领袖的专门职
责，就在于解决他的臣民之间的诉讼；每一方都送给他牛做礼物。在高级文
明阶段上，东方的君主坐在“司法门”旁；在古代的日耳曼人中也是这样，
国王坐在王位上，宣读他亲自审判的判词。我们的审判也还仍然是国王的，
但司法的实际执行早已转到专门法官的手中。同样也有由另外的管理部门来
进行的。在文明上升到古代埃及和巴比伦水平的那个时期之前，社会事业是
由那些像在军队中一样按等分配的官僚们管理，他们征收税捐，指挥社会工
作，惩罚过失，从事人们之间的审判。刚才指出过，在新的民族中，是在多
么大程度上保留了跟古代制度相似的职位制度。像我们（英国人），实际上
是属于一切民族中的最自由者，但我们保留着君主专制的形式，最高权力，
是通过王权公仆直到税收征集人员和警察人员来执行的。
文明的统治制度的轮廓，在蒙昧人和野蛮人的政治机构中已有表现。
我们看到了，在那些粗野的部族中，出现了领袖或国王，他在高级民族中也
以某种形式保持着自己的地位。
甚至共和国的执政官或总统，也有点像暂时选出的国王。议院也具有
不少古代的特点。
在美国西部大草原上，某一印第安部族的会议篝火周围蹲着的老人们，
比起文明民族的上议院议员来，在自己的氏族内具有更大的影响，因为在这
种氏族内，没有记载下来的证据和典籍，老人们本身就是史料和智慧的宝库。
在全世界的民族中，这种会议中的席位都给予了聪明的老人、神甫、高级官
僚和国家最重要的家族的族长，所以，“参议院”和“贵族院”
（Ｓｅｎａｔｅ 和
Ｈｏｕｓｅｏ１Ｌｏｒｄｓ）这两个术语，具有现实的意义。其中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两个
要求：智慧和圣职。人民会议从政治生活之初也就出现了。在小部族中，整
个公社一起聚会，或者最低限度是所有自由人一起聚会。即使是巴西的某个
森林部族的会议，是应领袖之邀而召开，目的是要解决像出发去网捉野禽或
去进攻邻近部族的问题，在会上也保持着某种庄严的形式。在发言人发言的
时候，出席者保持着沉默；如果会议同意他们，那么参加会议的人最后就呼
喊：“好”或“照此办理”。在弗利曼那里，当他把《伊里亚特》第二卷中所
叙述的古希腊人的人民集会场，跟忏海者爱德华时代在伦敦举行的“群众大

会”加以比较的时候，可以找到人民会议的较为文明的形式。即使在现代，
盛大的人民会议在欧洲也还没有消失。至今还可以看到惊人的场面：某一个
瑞士州的人民，聚集在广阔的草场上或交易广场上，用“是”或“不”来表
决由人民最高权力决定的重要问题。随着人口的增长，一般地说；全民会议
任何时候也不适于进行重要的讨论，而且这样的会议按其参加的人数来说，
也已经变得不可能的了；但是有一种保持人民权力的较为方便的方法：当公
民们不能都亲自参加会议的时候，就推选出代表去参加会议，委托代表们代
替选民起作用。乍一看这是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而且实际上，最初的蒙昧
部族。在某个时候选出深思熟虑的发言人，委托他去进行关于和平或战争的
谈判，就已经发现了政治代表权的概念。但是事实上。在政治史上的最杰出
之点之一，却是在英国从十三世纪西蒙·蒙特福特的著名的议会时代起，制
定了人民代表机关的原则。可以让历史学家们去讨论为国王提供资料的骑士
和市民，转变为像现在那样的下议院；应该指出的是那种变化，即在全民族
大规模会议缩减为贵族上议院的同时所发生的变化，在我们这里产生了选出
的人民会议：众议院（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如果我们说，在英国历史上，对
确定最新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无论什么事件也比不上它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这将不是夸张。一般地说，我们在仔细研究最开化民族中间的统治所获得的
形式时，我们看到，这种统治不是通过取消曾为我们遥远的野蛮人祖先所采
用的手段，而是改善这些手段，使这些手段具有较大的正确性来达到它的目
的。君权体系下的国家行政管缠，议院的控制邦政权来源于全民的意志：这
三种因素协同发生作用，互相支待，使其中的每一种都能在必要的程度上实
现它有益的方面，而抵消其他两种过分的现象。
其实，宪法就包含着不断发展的性能，因此，政府机构能够在一系列
不断的变革中经常地适应于它的事业。
我们可以以此来总结我们的人类学概论。对人在地球上的年代、人的
身体结构和人在种族及语言方面的多样性的研究，引导我们去探讨人的思维
及人的社会形式的历史。
在人的多方面的生活中，可以明显地去按迹探求某种发展。这种发展
尽管有长时期的停顿和时常的倒转，一般地还是把新时代的文明人，引向比
他们的粗野祖先所过的那种生活更为文明和更加幸福。由于注意到这种发
展，前几章就指出了低级和高级民族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仍然还摆在读者
的面前，作为一种关于文明的全部叙述中的实际教训。
诚然，不论在蒙昧民族中，也不论在文明民族中，文化都在日益发展，
但是这种发展不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的。蒙昧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有
意识地去获得比在其父亲的管理下更多的知识和建立更好的法律。相反，他
们却容易认为。他们的祖先传给了他们完善的智慧，而对它进行哪怕是最小
的变革都是不敬的。因此，在低级种族中存在着对最称心如意的改革的顽强
阻力，他们之间的进步只能为自己开辟一条如此缓慢而艰难的道路，而这条
道路，我们——本世纪的人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在研究粗野人的状况时，我
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阻止改变，并不总是由于愚昧无知，实际上，却常常是
发自忠实的天性。在除了自己的生活不知道其他人生活的情况下，对于他们
来说，一下子就抛弃旧的受过考验的社会机构，猛然进入革命性的转变之中，
那才是愚蠢的，因为这种转变可能会摧毁现有的福利，而不能用任何更好的
福利来代替它。如果古人的经验较为广泛，那么他们就能够看出，如何沿着

文明的道路较快地前进。而我们——新的文明人，正是掌握了那些粗野的古
人所缺乏的较为广泛的知识。由于我们了解全世界发生过的事件及其结果，
就能够信心十足地去指引自己的道路。总之，人类已从不自觉的进步期转到
了自觉的进步期。读者读到这里为止，就不需要我们再费许多笔墨去叙述他
已经知道的那些事实了；也不需要详细指出，对人及其文明的研究不仅是科
学关心的对象，而且一下子成了实际生活的事务。这种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理
解我们自身的生活和我们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手段。诚然，这种理解只是模糊
的，不完善的，但在任何情况下，较之所有上代要鲜明得多。关于人类生活
从遥远的过去到现在的进程的知识，不只能帮助我们预言未来，而且也能指
导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是为了使世界比它的过去更
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