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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政治人类学"三化押的

分流与

《政治人类学评论》第二辑主题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

刀叮 9这是新政治人类学关于邮政治

学科学化圳人类学政治化川民族志

6写文化'"不可分割内在向一的表

作者简介:

、电

现形式与表达方式。

如果仅仅看一眼本辑标题H民

族志:政治学科学化 6手术刀 9999 似

乎"民族志何与邮政治学科学化"两者

之间缺乏直接的关联，或者草草翻

动书中全文 9 虽然"民族志:政治学

科学化 4手术刀'"等冠名之下收录

了十篇雄文大作一一熟知中国文化

(社会)人类学领域者知道这十位作

陶庆(1965- )，男 9安徽宁国人 9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

专业博士后 9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博士后，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奖"，入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飞号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者元一不是民族志研究的国内学术 先贤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所言，

权威一←一但该辑没有一篇学术论文 "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任何形态

专门讨论"政治学科学化"这一专 的人类社会都元一例外地属于政治

题。相反f政治学科学化"这一话 共同体，因而人类学研究也无一例

题并非这且权威作者的专业领域与 外地都具有政治情节与政治倾向。

志趣所在，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刻意 即使是本辑主要收录的都是国内当

越过文化人类学的H红线"，或者产 下人类学领域民族志的精品，但细

生过要来变革它甚至改造它的念 读之下 9 哪一篇民族志作品剥离得

头。毕竟 9 文化(社会)人类学推崇 了人类社会的"权力"与"权利"等因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99 他们或许 素呢?从"文化科学"的民族志，到

在职业惯习上就不具备，甚至也不 "文化阐释"的民族志，再到干脆"写

能潜滋暗长这一番与自身学术导向 文化"的民族志，又有哪一篇民族志

相抵梧的"外心""野心"一一一或许这 作品能够脱离各自所处的政治生态

正是传统政治人类学思维下的一般 和各自所表达的政治观念呢?特别

理解与基本结论。 是，文化(社会)人类学强调"文化"

然而，诚如拙刊第一辑《政治 在人类学领域的奠基性功能 9 那么，

学·人类学的对话与融合》之主题 哪一种H文化"不是一种形形色色的

所指，政治人类学实在是政治学与 H权力"场域呢?不管是偏僻遥远、

人类学两个不同学科的先贤前辈与 人迹罕至的"江湖之远"，或者是繁

当下同仁们，从各自所处的学术u领 花似锦、光怪陆离的"庙堂之高"，都

地"中勇敢地走出"圈"外，向着对方 有自己的独特的具有排它性质的

学界友人友好地"喊话"、接触甚至 "文化"，而这种人种与文化差异之

部分融合的结果。个人愚见，政治 下的"排它性"，正是"权力押滋生的

人类学不是哪一个学科单强能够肩 肥沃土壤。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分

负起来的学科建设使命，真的需要 析，政治人类学学科的正式产生在

至少政治学(包括公共管理学在内) 人类学领域里或许需要遵循既有的

与人类学(包括民族学在内)这两个 理论与实践，因为人类学终于从 20

以上学科的合作与共建。因为，如 世纪 40 年开始才终于"呐喊"出自



新政治人类学: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与民族志"写文化"的统一体(代序)
理黯就h

己的政治学主张。(参见: Fortes , 在政治学研究的元限时空里也重新

岛1. and E. E. Evans-Pritchard. "发现"政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内涵

1940. Africαn Politícal Systems. 从而也创造出政治学的人类学研究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也就是 范畴即另一种类型的"政治人类

说，只是从那个年代开始，人类学才 学"。如果文化(社会)人类学与政

终于创造出了不同于传统政治学领 治学等至少两个学科能够各自重新

域的却具有人类学学科特征的另一 "发现"并创造出符合各自学科特征

类"政治学"，即所谓无国家有社会 的"政治人类学"，那么可以肯定的

秩序之类的特有政治学现象，人类 是，元论这两个学科的"政治人类

学领域自命为"政治人类学"。从这 学"学者多么强调自身学科的重要

个角度来看，人类学学科的政治人 性与独占性，他们最终元疑会大吃

类学的确是大大丰富发展了人类社 一惊地发现:原来他们所谓的自命

会的政治学研究范畴，大大拓展延 不凡的"政治人类学"，原来有那么

伸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时空范围， 多相通的知识生产，有那么多共识

这是有其存在与发展的实际内涵与 的学术内涵，有那么多合作需要对

生命活力的。 话交流。总而言之，在"政治人类

但是，人类社会生活时时刻刻 学"学科生存与发展的学术历史进

都是政治化的产物，任何一种政治 程中，政治学的"政治人类学"已经

生态也离不开活动主体即人类，因 大大落后于人类学的"政治人类

而政治人类学的学术理念与学科背 学"，因此，当下政治学领域特别是

景必然是贯通在人类学兴起与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起刚刚恢复发展至

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从这个角度 今才一十多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政

来说，传统政治学，包括政治哲学与 治学科学化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地

政治科学等两大范畴，没有像人类 借鉴与运用文化(社会)人类学的

学学科主动于 20 世纪 40 年代重新 "政治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与理论。

"发现"人类学意义上的政治学内涵 其中，文化(社会)人类学的"政治人

从而创造了人类学的政治学研究范 类学"范畴中五彩缤纷绚阳多姿之

畴即"政治人类学"那样，自己主动 "民族志"，不啻政治学科学化转型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过程中可以"包医百病"的"手术 内所有社会科学勇于"接地气"的本

刀"因为这把学术"手术刀"不仅能 土研究中，学者们纷纷提出并采用

够"医治"政治科学成长过程中的各 了诸如"社会调查""社会实践""个

种不足与"疾病"，而且也是政治科 案研究""案例研究""经验研究""实

学重新担负起发现各种政治共同体 践研究"等方法，甚至动用起诸如

问题、了解这岛问题、分析这些问 "深入基层""蹲点工作""试点工作"

题、研究这些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 "典型样板""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等重要历史使命与现实重任的"不 "理论联系实际""实践第一性""从

二法门"。 个别到一般""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

在政治学科学化以及社会科学 标准川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等

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文化(社会)人 政治资源，以期从中得出一般指导

类学田野研究、民族志书写文化，以 性的政策结论直至有普遍意义的理

及扎根理论等范畴，无不扮演了关 论创新。但是，文化(社会)人类学

键性的重要角色。包括政治学领域 领域以外的基于实证分析之上的社

在内的中国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虽 会科学研究，在行动上几乎都是各

然一方面顽强地模仿西方文化(社 白为战、缺乏共识性的经验总结;在

会)人类学语境中的理论创新，广泛 方法上几乎都是"私藏""秘制"、缺

地借鉴西方文化(社会)人类学理论 乏通识性的"偏方""秘方";在理论

中的分析工具，以期能够在国内外 上几乎都是自说自话、缺乏包容性

学术圈进行"对话"甚或"争锋";但 的"百家争鸣"。

另一方面包括政治科学在内所有社 相反，文化(社会)人类学范畴

会科学研究也从来没有忘记自身的 下的民族志具有跨学科特点，成为

学术生命源泉 深入本土发掘 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等人

"地方性知识"以期解决"本我"社会 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研究中无所不在

的诸种问题。诚然，自己的才是大 的"通用"书写形式，借用志把人类

家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产接地气" 学与民族志贯通为一体的英国人类

的研究才有学术生命，"扎根"的创 学家哈登CAlfred C. Haddon)的话

新才有"文化自觉"。包括政治学在 来比喻，人类学民族志是名副其实

A 



新政治人类学: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与民族志"写文化"的统一体(代序)
曾注飞

的"一座具有坚固结构的连贯整体" 一，→者源起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

([英]哈登: ((人类学史>>，廖酒友 化背景，但殊途同归地汇集到政治

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人类学的"旗下"政治学科学化离

瓶，第 1 页) ;作为政治学实证研究 不开文化(社会)人类学的田野"扎

与分析工具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与 根"与民族志的"深描"手法，人类学

书写形式，在政治学科学化的学科 政治化离不开政治学的民主价值与

发展史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扮 民族志的u复调"表达，民族志"写文

演了分析政治问题解剖政治社会治 化"离不开政治学的协商包容与文

愈政治"疾病"的"手术刀"角色。 化(社会)人类学的"多元，，"对话"。

本专辑取名为《民族志:政治学

科学化"手术刀">>，这是有关人类学 二、政治学科学化的

田野研究之后如何"打磨"书写文本 前因与后果

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扎根理论的论文

汇集，它试图反映我国学术界关于 虽然政治人类学在总体上表现

"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成就与前沿成 为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和

果。这不仅对于政治人类学学科建 民族志"写文化"的总体态势，但是，

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且对于 他们并不是平行而动，也不是简单

促进中国政治学科学化也具有一定 地交叉复合，而是各自带着自身学

的参考价值。毕竟，政治学科学化 术特长向着其他两者的"领地"汇

是政治人类学学科发展的题中应有 合，最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

之义，而人类学政治化以及民族志 你，这样一种不分彼此、互相帮衬、

"写文化"("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 交相辉映的均衡学术生态。

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以下简 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人类学回

称"政治人类学 6 三化''')等学术维 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现代人类学

度则彰显出政治人类学学科建设的 及其科学民族志可以称得上是政治

民主政治价值。概言之，政治人类 科学行为主义研究范式之"前因"，

学本身就是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 而政治学科学化则在某种程度上承

政治化、民族志"写文化"的多元同 袭了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的

E 



吗踹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科学研究风气，自然可以称得上是 Ideas)与"实际的真相"CMatters of 

其"后果"。说到政治学科学化的发 Fact)等。这一关于政治科学与政

展趋势，当然强调的是政治学的实 治哲学分野的表述，在美国政治学

然研究，而非应然研究;也就是要通 研究领域得以完善。一是美国政治

过实实在在、中规中矩的社会调查， 学学者阿兰·艾萨克 C Alan C. 

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时空，以亲身 Isaak)进一步阐发这一思维"政治

实地观察、亲手获得资料、亲自比较 科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来自事

分析，获得符合实际情况同时又超 实与价值之间的区别，即来自‘是'

越个案实情并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 与‘应当'之间的区别。""科学活动

知识。 处理是什么的问题，而价值判断则

虽然政治学科学化的思维可以 表明政治哲学家认为应当是什么。"

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 C[美]阿兰·艾萨克: ((政治学的视

作为一门专业性的学科发展，一直 野与方法))，张继武、段小光译，南

到 20 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形成。法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第 10

国的政治学学者让·布隆代尔 页)同时，美国社会研究方法论学者

(Jean Blondel)指出，政治是在共同 艾尔·巴比 CEarl Robert Babbie) 

体中并为共同体的利益而作出决策 把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

和将其付诸实施的活动。政治学就 二点:科学支柱是观察，也即资料收

是有关政治共同体利益决策与实施 集 C data collection); 是逻辑，也即

活动的系统知识;从方法论来看，它 资料分析 C data analysis); 更是创

基本上遵循思辨哲学或者规范研究 新，也即是理论提炼理论 Ctheory

的路线，以及科学研究或者实证分 innovation) 0 C[美]艾尔·巴比:

析的路线;并由此产生了政治哲学 《社会研究方法))[第 8 版]，北京:华

和政治科学等政治学两个基本类别 夏出版社，2000 年版，第 35-73 页)

之分。英国哲学家大卫·休漠 二是政治学科学化的历史征途上，

CDavid Hume) 在 1748 年初版的 历经 19 世纪之前较为流行的历

《人类理解论》中，把人类思考活动 史一一比较主义研究方法时期， 19

分为"观念的连结" C Relation of 世纪至 20 世纪 50 年代之间举起的

6 



域 9 并被认为是

科学的政治理论 9 即从经验

来并接受经验和事实检验

的科学化政治学 9简称为政治科学。

但是 9 目前学界在归纳总结政

治学科学化也即政治科学研究的历

史进程中 9 往往过分片面地强调

美国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催化"飞熔

用争而大大忽视了兴起于 20

1世纪 20 年代并不断成熟于 60 年代

的现代人类学与科学民族志对于政

治学科学化发展趋势的奠基性作

用。行为主义研究法一般表现为抽

样测量法 (survey

究法 (case

)与个案研

等两种基本的实

证研究方法。一方面号行为主义的

抽样测量法 (survey )一经诞

生即滑人数字游戏并依赖统计工具

展开量化分析而不能自拔 尽管

这一态势也基于一定数量的概率分

析并突出了所谓"中 J今极限定理忡

(central 

(case 

类学围

的研究"

人

的基本特征 9并在创质

以

英国社会人类学功

与美国文化人

类学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弗朗茨@博

厄斯(Franz Uri 共同开创的

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方法

论。政治科学研究逐步形成了自己

(提出研究问题 9确定理

论假设，收集资料 9 分析资料 9 撰写

研究报告 9提炼扎根理论)与研究原

则(客观原则 9 因果原则，系统原则 9

检验原则)它与政治哲学根本之处

在于，它始终把去H伪押求H真丹与去

H虚押务"实"作为唯一使命。 H一个

被认为是科学的陈述必须是可检验

的;如果它可检验，那么就有可能是

假。一个命题只要是经验的、科学

的 9就必须是可证伪的。倘若无法

说明这个命题是假的号倘若没有足

够的观察证据对该命题 提出



" 

怀疑的话，这个命题就不可能是科 与者的观察方法。在学术上，它在

学命题。所以，一个科学命题既然 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

允许证伪，它就不可能必然为真。" 代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个传统为

([美]阿兰@艾萨克: <<政治学的视 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走向从实践

野与方法h 张继武、段小光译 9 南 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黄宗智:

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认识中国二一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

5 页) 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在政治学科学化发展态势徘徊 1 期)

于 19 世纪末期而后终于奠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左右之时，源于 20 世 二、人类学政治化的

纪 20 年代的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 殊途与同归

民族志方法论就已经基本完成自己

的"文化科学"历史使命，正遭到反 人类学政治化的发展态势也是

思/阐释人类学及其以符号仪式为 一个从元到有，从科学化到政治化的

表征的象征民族志的挑战甚至扬 漫长过程。人类学( anthropology) 

弃。虽然此一时期政治人类学刚刚 首先表现为研究人的一门学科，最

萌芽于 20 世纪 40 年代，政治人类 早它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种

学"一化"之学科特征尚没有整体形 差异性的→门自然科学。这个学科

成，但是，行为主义为主干内容的政 名称首次出现于德国哲学家 M. 亨

治学科学化全过程无疑都深深浸染 德在 1501 年的作品《人类学→一关

在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所张 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

扬膨胀的学术氛围之中。自 20 世 成分、部位和要素》。在英文世界，

纪 80 年代以来，包括政治学科学化 使用"人类学"这个术语来指称→门

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与文 研究人类的自然科学，首见于 1593

化(社会)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传统 年。 1901 年，美国提出"文化人类

相接近，逐步形成了规范的系统的 学"范畴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形成

政治科学范式。"在调查方法上，这 "社会人类学"范畴，当下也通称为

个认识传统接近于现代人类学的参 文化(社会)人类学范畴，它试图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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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言

据人类的生物特征和文化特征而不 纪 70 年代以来，人类学对于自身的

是过去片面注重生物特征，强调人 单纯科学主义倾向进行了反思批判

类、种族与文化的差异性与相对性 甚至解构"桔魅"，从而从过去单纯

而不是过去片面注重差异性。正因 与科学化同步的"现代化"人类学，

为此，当代人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 在民主政治的更高层面逐步反身回

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等学术源头的综 到了人类社会终极命运这一政治哲

合性意义而非过去片面注重的自然 学命题。

科学属性。 一般而言，人类学可以划分为

纵览人类学的发展轨迹，我们 广义的人类学(人本主义学，人道主

可以看到，人类学最早在古希腊古 义学，人文主义学;人学) ，狭义的人

罗马时期及其以后的一个相当长时 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1;吾

期，主要表现为记录风土人情的史 言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化(社

学文献等特征的人文学科;约 16 世 会)的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

纪 17 世纪左右时期，则在生物进化 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个主要

论的鼓噪下逐步演变为一门片面强 类型和八个主要历史时期(古希腊

调人种差异性与进化性的自然科 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

学;约在 18 世纪 19 世纪左右时期， 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古典人类学时

则在西方社会对于所谓"非文明"社 期，现代(应用/科学)人类学时期，

会的殖民过程中逐步走向带有强调 阐释/象征人类学时期和后现代人

"殖民政治"特点的社会科学;约在 类学时期)。

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时期，经 在广义的人类学类型中，人类学

过现代人类学与民族志合而为一不 与民族志仍是一分为二，人类学家借

再分离，以及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 用别人收集的资料整理成文。美国

人类学融合生长消除隔离，特别是 人类学史专家马文·哈里斯(蛐凹in

现实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贯通一气 Harris)将人类学学科史回溯到古希

为"科学民族志"等历史过程中，现 腊与古罗马时代，某曲古代作家与学

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的科学主 者可能被认定是人类学家的先驱，因

义旗帜高高树立起来;再约到 20 世 为他们曾经研究并撰述了不同民族



f 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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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种与文化的

差异性。(参见: Harris , Marvin. 

The Rise o[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lta Mira Press. 2000 

[revised from 1968 ] ; Harris , 

Marvin. Theories o[ Culture in 

Postmodern ηmes. Altamira. 1998)一

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C Ancient 

Greece / Rome) ，时间约在公元前

4世纪公元 5 世纪，主要代表人物

是公元前 5 世纪的古希腊学者希罗

多德CHerodotus) ，和公元 1 世纪古

罗马学者塔西信(ωrneli山 Tacitus) , 

这是人类历史学丰富发展时代，他

们的作品主要是人类学意义上对于

他人记录资料的归档整理。

二是中世纪时期(咀le Medieval 

Era) ，时间约在 5 世纪至 15 世纪，

这近一千年的历史是人类学着眼于

研究民间风俗化时代，主要代表人

物有 11 世纪的古波斯国学者本·

艾哈迈德·比鲁尼 CAl-Beruni) , 13 

世纪意大利学者若望·柏郎嘉宾

C 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 和

14 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CMarco Polo) ，他们的作品主要是

人类学意义上的列国游历和风俗

游记。

在狭义的人类学类型中，人类

学与民族志仍处于一分为二的状

态，人类学家被比作"摇椅上的学者

C armchair scholar)气借用别人收

集的资料整理成文，大概可以分为

两个时期。一是文艺复兴时期 CThe

Renaissance) ，时间约在 15 世纪至

17 世纪，这可以说是人类学生物化

时代，这一时期的人类学作品更多

的表现出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

属性。这个学科名称首次出现于德

国哲学家亨德 CM. Handt) 在 1501

年的作品《人类学 关于人的优

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

和要素 ìì ， 当时"人类学"一词就是人

的体质构造，意在研究不同地理环

境中的种族差异性。

二是启蒙运动时期 C The 

Englightenment) ，时间约在 17 世

纪至 18 世纪，这是人类学理性化时

代，人们相信理性发展知识可以解

决人类实存的基本问题，因此，这也

为后期的人类学科学化奠定了思想

基础。这一时代的代表作是德国学

者康德CImmanuel Kant)花费 20 多

年时间才最终撰写的人类学专著

《从实用主义观点看人类学》。虽

然，康德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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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类学学者，因为他没有对人类 者;人类学从现代人类学及其科学

学下一个科学化发展阶段作出论 民族志出发，历经约四十多年之后

证;{旦是，在人类学政治化的演化历 即对科学主义倾向发起反思与批

史上，我们再回到康德有关人类学 判，并从符号与文化意义的角度，重

的论述，特别是受到过康德人类学 新回到人类学的人文关怀与政治哲

思想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我 学的终极目标。不仅如此，人类学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的人类学 挟裹后现代主义的"桔魅"思潮，在

思想，已经远远跳过紧临其后的现 20 世纪后期从文化多元与文化宽容

代人类学及其科学民族志时代，为 的民主政治维度，展开了民族志的

百年后兴起的人类学政治化思潮打 "多声道"表达与平等对话的"写文

开了门户，从而具有人类学政治化 化"探索，为人类学政治化的历史进

的先驱作用。在批判地继承康德人 程涂抹上一道绚旧日迷人的民主

类学思想的基础上，马克思矢志不 风采。

渝地从政治哲学层面来关注整个人 一是古典人类学时期，时间约

类的命运，他们甚至对近代以来用 在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这是人类

得很滥的所谓生物化科学化的"人 学的学科化时代，人类学的研究重

类学"一词十分讨厌。在((1844 年经 心开始已由人类的身体转向人类的

济学哲学子稿》中，凡是费尔巴哈使 文化，但仍没有形成"文化科学"的

用"人类学" (Anthropologie) 的地方， 规范研究。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开

马克思都以"人道主义" (Humanismus) 始越来越注重作品中的政治现象，

代之，以彰显其人类学政治属性的 更多地展示出人类学政治化的学术

观念与思维。(参见: [英]托·博 倾向;其间，有两个重要的表现。

托摩尔[T. B. Bottomore]: ((马克思 第一，这一时期涌现出直接研

主义思想辞典))，英国 Blackwell 究政治权力和法律制度等政治上层

Reference , 1983 年版) 建筑方面的重要作品。如， <<古代

在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 法)) c [英] H.J. S. 梅因， 1861) 、《古

中，人类学与民族志开始合二为一， 代社会))c [美] L. H. 摩尔根， 1877)

人类学学者也两样是民族志撰写 和《金枝))C[英] J. G. 弗雷泽， 189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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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一时期作品中最具有政治学 育新等译，大众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分莹的是苏格兰学者弗雷泽所撰写 版，第 71 页)

的《金枝 ))(The Golden Bough) ，它 第二，这一时期政治人类学研

通过分析世界各地宗教信仰与象征 究也表现出了历史进化论下的强烈

的形式差异性与本质相似性，揭示 政治倾向，其中，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了人类社会政治权力产生、运作与 在历史进化论的影响下应运而生，

更替的内在原因与基本特征。他在 影响深远。马克思于 1867 年出版

行文中这样指出了政治权谋的残酷 第一卷《资本论》后，转而把全部精

与元奈，深切表达了政治人类学研 力都用于人类学研究，摘录了摩尔

究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理性，元疑具 根、梅息、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和

有深刻的人类学政治化旨趣。"那 菲尔等人类学学者的著作 这一

且居于高位的愚蠢的好人给世界带 时期的人类学者几乎都受到了达尔

来的损害，大概比聪明的无赖带来 文历史进化论的理论熏陶，形成了

的损害要大得多，一旦那位机灵的 以人类历史进化发展为主干内容、

恶棍达到其野心的极点，而不再有 多达三万多页的人类学笔记(据说

任何进一步的自私的企求之时，他 每页相当于 2.2 印刷页)0 (注: 20 

就可能、并且常常真就这样做:把他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人

的才干、经验、财富转向为公众服 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Lawrence

务。对许多人来说，他们愈少处心 KraderJ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

积虑地牟取权力，他们就愈能善用 会史研究所对马克思晚年所作的大

其权力做出有益于公众的事情，元 量人类学摘录于稿进行了整理，并

论他们所追求与赢得的是财富或政 编译、加工和注释了马克思摘录的

治权柄或其他。在政治领域中，那 这此人类学文献，以《卡尔·马克思

些足智多谋的权术家，残酷无情的 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J 笔

胜利者，可能最终成为→个贤明而 记》为名于 1972 年由荷兰阿森市

豁达的统治者。他们生前受到赞 范·戈库姆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迅

扬、死后受到怀念，名垂青史! " (参 即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轰动效应)马

见: [英] J. G. 弗雷泽: ((金枝)) ，徐 克思对于人类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不

12 



，人类学被作为逻

曾接受过斯特芬斯教授讲

援的人类学规范训练 9受过康德、黑

格尔等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9

并以"人本学气Anthropoontology)

等概念改造过费尔已啥的哲学人类

学拖畴;因此可以说箩马克忠最初接

触的人类学是一种用式的理论人类

9它集中于自知 主观精神。(参

见: [美] D. 凯利"垂暮之年的

克思与人类学999 黄育穰译;载美

《思想史杂志比 1984 年 4-6 月号)

恩格斯于 1884 年完成的《家庭、私

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

源))) ，则是在执行马克思《人类学笔

记》遗著基础上的成果。《人类学笔

记》与《起樨》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最有代表性的具有鲜明

政治人类学价值的鸿篇巨著。

二是现代人类学时期 9 时间约

19 世纪末及至 20 时期?这

9英国剖社会人类学押与美

类学家彼此融合 9

的人类学开始苗壮成长9

天所谓文化(社会)人类学或者社会

(文化)人类学等同一含义的不国称

。 19 世纪末 9 美国人类学家博厄

斯首先在巴芬兰和英属哥伦比亚领

导了一次人类学探险;不久?英国

类学家晗登也在托雷斯海峡展开

一次探险。这是人类学从书斋时代

向自野工作时代的起点 9 也是人

类学与民族志合二为一的起点。

"文化科学押时代的科学性基础，

是由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所

奠定的，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

记和问询))( 1874 年初版) (Not臼 ωul

告:leries on Arlthrm70[嘲吨 for the Use 

Trα vellers αnd 

Uncivilized Lands) ， 开启了人类

民族志撰写融合一体

1孔

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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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参见: Stocking , George. 

1995 After Tylor: British Sociαl 

Anthropoz，嗯y 1888~ 1951. University 

of Wísconsin Press. p15) 这本《人

类学笔记和问询》随即成为英美等

国人类学家从事田野研究的范本与

指南，也是至今人类学家从事规范

田野研究的一部"圣经"。英国人类

学家哈登 (Alfred Court Haddon) 

于 1898 年率领一支多学科的探险

队前往托勒斯海峡群岛( Torres 

Strait Islands)开展一系列田野研究

时，就是得到了这部"圣经"的启示，

并通过探险队的田野工作与研究发

现，为日后的"文化科学"旗帜下的

民族志书写补充完善了新内容;紧

接其后，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布朗

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也是拿着这

本"圣经'气展开了更加密集的田野

工作，形成了功能主义"文化科学"

民族志，其代表作是《西太平洋的航

海者)) (Argonα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 1922) ;自此以后，在马氏革

命性的创建下，文化(社会)人类学

家积极倡导亲身前赴当地与深入田

野研究，强调以参与当地活动的方

式开展对"他文化"的规起研究。在

这种风气影响下，政治人类学也逐

步开始发展成独立研究的专门学

科，主要代表作如: \\北美土著资料

中所见到的国家起源))([美] W.C. 

麦克劳德， 1924) , \\国家起源)) (孔

罗戚， 1927); (参见:范可"政治人

类学今昔" ,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 

2008 年第 2 期)特别是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随着 M. 福斯特和 E. E. 

埃文斯一普里查德所编撰的《非洲政

治体系))(参见: Fortes , M. and E. 

E.Eva卧Pritchard. 1940. Africαn 

Political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以及 E. E. E. 埃文斯一普里

查德《努尔人)) (参见: Evans-

Pritchard , E. E. 1940 , The Nuer: 

A Descriptíon of the Modes of 

Livelihα对 α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a Nilotic Peop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等有关尼罗河畔

初民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等系列著

作的出版，政治人类学才初步形成

自己的学科范式。还值得一起提

是，E. E. 埃文斯一普里查德《努尔

人》在政治人类学研究范式上试图

描述并解释元国家一一秩序社会的

内在控制系统，揭示出人类社会政

治生活中通行的有关社会控制与政

治统治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一一即使



(Radcliffe-Brown) 普

博厄斯 (Franz

民族志

~ 

7'二

出

人类学;但是 9这一时 "我所做的这项关于努尔人的研究是

在英埃苏丹政府(the Government 期的文化(社会)人类学

向与殖民政策化色彩比以往任何一

个时期还要突出(注:这些睿智

类学家并没有完全坠入西方殖民者

设下的种种政治圈套，成为他们成

功侵入"非文明"社会的 H急先锋

丰相目反，这些心怀人文精神的现代人

类学家充分展示了他们对于"异文

化押的尊重与敬仰，特别是在文化比

较中表现出了超越自身定位的文化

相对主义思想λ与此同时 9 文化(社

会)学家的任何有效的问文化科学"

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宗主国政

府以及殖民地政府的慷慨支持与研

究资助。因此 9从这个角度来看 9 此

一时期无论打着什么样H文化科学押

旗号所从事

究，多多少少都离不开人类学政

of the Sudan) 的要

求下进行的。英埃苏丹政府是这

项研究的主要支持者 9 还慷慨出资

促成了研究成果的发表。本研究的

一部分还得到了莱沃霍姆研究基金

委员会的支持。在此9 我谨向苏丹

政府和某沃霍姆研究基金会致以诚

挚的感谢。阿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人类学

家已经大大不同于古典人类学时期

及其以前的人类学家了，他们不再

是丰衣足食无所事事然后或者周游

列国访山间水或者搜肠刮肚百般整

理资料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那种

屯玩忡派学者了;相反?他有]现在已

经成长为虽然具有强立思想但不能

的纯粹学者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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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存与学术创造之间做出明智的 谦卑十足地"邀请"被研究者甚至预

选择;也就是说，他们这一时期的关 期读者来一国重新建构"多元一体

于"非文明"国家与地区初民社会的 文化"，并冠以"写文化"的美名大行

研究，绝大多数是在"文明"国家及 其道。在这种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

其扶持的殖民地政府的官方资助下 泛起的时空背景之下，文化(社会)

进行的，甚至其研究成果也需要在 人类学学者并不因"丧失押文化副主

官方出资下才得以发表出版。从这 权"等政治特权而懊搞生气，相反，

个角度而言，这一时期的副科学文 由于这且学者们所倡导的利益主体

化"为主题文化(社会)人类学研究， 多元利益多样所展现出的"多声道"

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人类学政治 并存共荣的民主政治色彩，而日益

化"的干系。 受到全球一体化、政治民主化等世

界发展潮流的热烈欢呼和大加赞

四、民族志"写文化"的 赏。或许，这正是民族志"写文化"

多兀与统一 的新风格新时尚加快了政治学科学

化与人类学政治化的高度融合，催

在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中 化了政治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

的后期发展过程中，人类学政治化 与民族志"写文化"三位一体共同发

趋势产生了巨大的裂变，即文化(社 展的新型政治人类学的产生与

会)人类学从单纯地被动地单向度 发展。

地反映揭示"非文明"初民社会的政 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中的

治生活，向着消除人类学学者学术 第一个阶段是阐释/象征人类学时

"霸权"、抛弃研究者对于被研究者 期，时间约在 20 世纪中期至 20 世

所拥有的文化"主宰"地位等等政治 纪 70 年代，这是文化(社会)人类学

特权这个方向发展，演绎出反思批 以"文化阐释押代替"文化科学"的反

判"文化科学"的"文化阐释"风格 9 思批判时代;其代表性作品是美国

并更进一步放弃原先保留下来的最 人类学家格尔兹 (Clifford James 

后一丝文化"权力"即不再主动地人 Geertz) 的关于"地方性知识"与"阐

为地一厢情愿地"解释"文化，而是 释人类学"等系列论著。一方面，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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蟹撤3

释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符号的破译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 

以及对文化行为的深层描写及阐 从政治学科学化的视角来研究尼加

释;另一方面，它更加注重人类学自 拉 德萨的共同体利益之制度性

野工作后"地方性知识"及其"扎根" 安排与实施活动，从人类学政治化

理论的提炼。此一时期的主旨虽然 的视角来对西方政治学国家理论与

表现为"阐释人类学"，是对"文化科 尼加拉非正式国家体制的"剧场国

学"的反思，但人类学政治化的历史 家"实践进行政治文化比较，从民族

趋势更加深刻地通过民族志"写文 志书写方法上探讨从"文化科学"到

化"的形式得以伸展与穷实，也就是 "文化阐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

说文化(社会)人类学不仅继承与发 有关尼加拉"剧场国家"的书写文化

扬了旧有传统的政治化情结，即进 中，他强调了人类学范式下的象征

一步关注与描述人类政治生活的内 民族志书写，明显表现出政治哲学

涵与方式，同时还创造性通过"多声 转型的旨趣，并在多元集体主义与

道"表现形式，在民族志文本书写中 东西方国家主义的国家范式中不断

刻意引入了被研究者的立场观点与 作出文化符号的比较，从而引申出

见解，并为预期的读者们留下了参 人类学范式下的政治学新型国家理

与式思考的广泛时空。 论一一"剧场国家"无疑向传统的政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 治哲学与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

兹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时间里通 挑战。

过有关巴厘岛的政治结构与政治生 文化(社会)的人类学类型中的

活的一系列民族志撰写，热衷于对 第四个也是最近的阶段是后现代人

"意义的政治学" C the politics of 类学时期，时间约在 20 世纪 80 年

meaning)展开研究，试图解开"有秩 代以来，这是文化(社会)人类学的

序的无政府状态"这一"远方文化的 多元共存政治时代;其代表性人物

迷"0 C参见: [美]克利福德·格尔 是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

兹: ((尼加拉:十九世纪巳厘剧场国 CGeorge Marcus) 与詹姆士·克力

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弗德(James Clifford) ，他们在思索

1999 年版)格尔兹出版于 1980 年的 民族志权威Cethnographic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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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提出"多声道"民族志文本， 他者的理解，来绕道理解自我"的这

体现多元共存的民主价值观念，并 样一种文化多元一体的民族志"写

冠以民族志"写文化"的旗号从而布 文化"目标。

达天下。 综上所述，本辑虽然是有关"民

但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 族志"书写的论文汇集，但从新政治

政治学》是一本论文集，从民族志的 人类学角度来看，元不体现了"政治

真实书写角度来考虑，个人愚见还 学科学化""人类学政治化川民族志

是以拉比诺(Paul Rabinow)关于摩 ‘写文化'"的同一性。政治学科学

洛哥田野的民族志为例更能说明此 化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离开人类学政

一时期民族志"写文化"的内涵与形 治化特别是民族志"写文化"而独善

式;也即实验民族志指向的利益多 其身，换言之，没有人类学政治化特

元化主体多样化背景下，不同表达 别是民族志"写文化"的发展历史，

方式的合法性，以及民主、平等与和 政治科学就无法真正地迈向"文化

谐的多元一体性。(参见: [美]保 科学"的圣殿;但政治学科学化并没

罗·拉比诺: ((摩洛哥田野作业反 有丝毫削弱其政治哲学的内在本质

思>>，高丙中、康敏译，商务印书馆， 特征，相反，正是政治科学旨在实现

2008 年版)我们知道，作者从美国出 社会公共利益和满足人民"善的生

发，经由法国来到了摩洛哥开展人 活"的政治终极目标，才能够与人类

类学的田野工作;他通过"把对对象 学政治化特别是民族志"写文化"的

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参见:布迪 多元一体化民主政治内涵充分有机

厄[Bourdieu]在该著所写"跋勺，通 地相通相融。

过布迪厄对作者在田野工作与民族 总的说来，政治人类学学科建

志书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 设似乎表现出"三位一体"式的同一

划时代意义的"决裂"(与传统观念 性:一是政治学科学化是政治学发

决裂、与自满态度决裂、与所谓毫无 展的方向，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文

杂念的自信决裂、与科学所依赖的 化(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田野工作

奠基思想决裂) ，最终"强烈地意识 与扎根方法;二是人类学政治化是

到自己是美国人"，达到了"通过对 文化(社会)人类学发展的方向，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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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政治化离不开政治哲学意义上 话协商与包容共存。"科学''''文化"

的价值理性与人文关怀;三是民族 "民主"的内在统一，"政治学科学

志"写文化"是民族志发展的方向，

民族志"写文化"离不开利益主体多

元化和利益种类多样化前提下的对

化""人类学政治化川民族志‘写文

化'"的归化同一，这正是新政治人

类学需要思考的地方。

2015 年 11 月 8 日

于师大新村

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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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中 9 曾经尝试过进化论、传播论、功能

论、结持功能论、结构主义和解读人类学等多条道路 9 而在这条道路上人类

学经历了不仅仅一次的危机。人们称之为结构人类学思潮(尽管从来没有

任何学者明确地定义过什么是结构主义)和解读人类学的危机与此前的意

机有一个突出的不同:不仅人类学内部的杰出学者纷纷发出叩问箩彻底质

疑之前曾被认为是最牢靠的理论箩总结本学科面临的若干难题?寻求新的方

法论步如尼德姆(Rodney Needham)和施耐德 CDavid Schneider) 深刻而严

谨的反思;而且 9 昔日受益于结构人类学的文本学者在这场对既存理论的

审查中也反戈一击 9 对民族志可靠性从不同视角发起了批评。克利福德

(注: J. Clifford 以下译文简称克氏)<<论民族志的权威性 作为文学文

作者简介:
蔡华(1954- )，男，云南昆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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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人类学游记))，从西方文化的创主体/主观性"出发，通过演绎推理，对

"民族志者是否能够认识异文化"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作为汉文化(非西

方文化)背景的民族志学者，作者依据亲历的田野案例，从实践和知识论

两个维度与克利福德的有关见解展开对话，以期推进当代科学民族志方

法论的建设。

克氏认为，民族志文本、参与观察、访谈、话语权、事件等与主观性都脱

离不了干系，甚至民族志实际是由土著的主观陈述和民族志者的主观建构

混杂而成的双重谎言。每一个人所理解的世界都只是一个被自己个体化了

的世界。面对一种文化和社会，任何人的理解都是个体化的，即主观的，不

论他是创造这种文化和社会的民族的成员还是作为民族志者的异邦人。作

为主体，任何个体的认知产物都充满主观性，客观的认知结果永无可能。最

终他认定，在书写和再现他性的主题上，有一场政治性的知识论的辩论需要

完成。同样在民族志的写作伦理上也存在问题，间接引语的风格避免了直

接引语和明晰的翻译，它删除了土著的专门的解读，并且创造了单声的文本

来表达"文化知识"。

如果他陈述逻辑的大前提成立，那么我们首先面临的的确是一个知识

论问题，即人的认知能力是否可以达成对作为异民族的人的文化和社会的

认识，而不是怎样写的问题。根据他的信条，鉴于人类自身的生物性缺陷

(主观性)以及无法绕过的语言学障碍，人无从认知他性的真实面目。于是，

在克氏认定的那个世界里，欲谋求根本的出路，首先必须改善或修理的是人

本身的生物性质量步而非写法。照克氏的批判看来，人类学家(更准确地说

是所有社会科学家)还面临三种天然的、原始的、对任何个体而言都是与生

俱来的绝症:任何话语中不存在中立的词汇和形式，不存在中性的政治立

场，个体无不处于主观性的绝对统治之下。如果这一见解成立，那么必然意

味着这样的事实:即便民族志者撰写一部完全由直接引语拼成的民族志，

那也将是一幅扭曲的文化和社会图画 9 更何况民族志不是用土著的文字写

就的(众所周知，人类学家研究的许多民族有语言无文字)。被克氏宣布破

产的不仅是民族志、人类学，而是整个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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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克氏的论点仍然给每一个有长时段民族志工作经

验的人类学家发出了一个潜在而严肃的邀请或挑战。这就是科学活动中严

肃的批评具有的建设性力量。

对于职业的人类学家来说，研究异民族的田野工作一般以年为单位，参

与土著的日常生活(包括以年为周期发生的各种仪式) ，观察和学习其生活

方式(包括逐步使用他们的语言)。在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民族志者

将学习支撑土著生活方式的信仰体系。民族志者在整个田野工作过程中所

做的就是:观察、思索、发问、倾听、记录，周而复始。通过概述、直接引语或

间接引语报告土著对自己社会事实的介绍和解释，分析所获材料、通过新发

现的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检验现存理论，或证实，或修正，甚至证伪本学科

既有的基本概念和普遍理论(这在社会科学活动中极其罕见，甚至可说百年

一遇)。

职业的人类学家都知道，描写异文化的过程充满特殊的困难，每一个自

然段都是在挣扎中写就。异文化现象在作者的母语中没有现成的词汇和表

达方式，这是民族志书写格外艰难的根源。但是，客观的观察和忠实的描写

异文化是一个可能完成的使命。人类学早已在使用描写的方法，文本学家

应当深谙语言的描写功能。因此，民族志者或者人类学家在书写异文化时，

所从事的不是翻译，而是描写。此外，任何民族的一项现行制度及其实践不

是任何主体可以主观地信手把玩、任意捏塑的泥人。无论是对于土著还是

对于民族志者，民族志文本都不必定是虚构的、陌生的、无法控制的双重谎

言。民族志者并不梦想栖息于土著的思想中，他们的目标应当锁定于学习

一个民族的信仰、制度和行为。民族志者从未杜撰，也无须创造他们研究民

族的集体作者。

为被克氏批评的作者充当律师不是也不可能是本文的目的。本文意欲

证明的也不是民族志者的文化背景和主观性不可能干扰他对异文化的认

识，而是试图证明，通过依据当代人类学方法论严格训练和深入持久的田野

工作，这些因素的干扰能够被排除。作为中国汉人民族志者，根据在非西方

文化背景下从事科学活动的经验和分析，笔者试图阐明，制作双重谎言不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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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异文化民族志的宿命，客观地观察异族的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并且忠

实地再现之，乃一项可为的事业。人类学研究对象是可以被认识的，整个

社会科学活动并非徒劳。民族志可以成为科学，并且今天已经成为科学，

而且它是支撑整个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事实上，只有系统地再现

了一种文化和社会每个领域的细节，分析细腻而深刻，并且结论中肯，而

且其中每一项内容都经得起实地检验的民族志，才当之无愧地具有权

威性。

关键词:科学民族志 社会科学异文化社会事实



当代民族志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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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中叶，人类学降生于对 尼德姆 CRodney Needham) 和施耐

美洲、非洲、大洋洲所谓原始社会的 德(David Schneider)深刻而严谨的

观察中，随后，在其他学科方法论启 反思;而且，昔日受益于结构人类学

示下开始进入发育阶段。 20 世纪 的文本学者在这场对既存理论的

50 年代至 60 年代，新获得的田野资 审查中也反戈一击，对民族志可靠

料和对这些事实的分析表明，运用 性从不同视角发起了批评。在此

之前的方法论提出的基本概念和普 之前，其他学科的学者亦曾零星涉

遍理论令人失望，不具有作为理论 足人类学，商榷一路具体问题，如

应有的解释力。 20 世纪 70 年代初， 尼德姆与哲学家盖内尔( Ernest 

人类学遭遇的严重挫折表面上是一 Gellner)关于亲属关系问题的辩论。

种理论化努力，实际上其危机的根 但是，这次不同，被直接语难的是人

源来自人类学当时采用的方法论。 类学的根基一一民族志的权威性。

这已经不是人类学方法论所经历的 几十年过去了，对于许多人来

第一次危机。 说这场风波早已平息。然而， 2013

在人类学学科发展历程中，曾 年 1 月，法国《人类》杂志第 203

经尝试过进化论、传播论、功能论、 204 期的组织者重提"主观性"

结构功能论、结构主义和解读人类 C subjecti飞rÌté) 和"人际主观性"

学等多条道路。 2000 年以来，笔者 (intersubjectivité) 一类旧事，好像

作为普遍理论假说提出的信仰主 文本学风波是一则"学术新闻"似的

义，也依然是在探索中继续前行。 CMichel Naepels , 2012) 。众所周

人们称之为结构人类学思潮(尽管 知，民族志工作从未因为这种批判

从来没有任何学者明确地定义过什 的声音而中断，问题在于究竟是什

么是结构主义)和解读人类学的危 么遗留的难题使这岛论点再次回到

机与此前的危机有一个突出的不 人们的视野之中。

同:不仅人类学内部的杰出学者纷

纷发出叩问，彻底质疑之前曾被认 一、文本学视域中的民族志

为是最牢靠的理论，总结本学科面

临的若干难题，寻求新的方法论，如 1981 年，在法国人类学年会上，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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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美国的意识史研究专家克利福 个体对话的语境了元踪影，信息人

德(James Clifford , 2003: 263 的身影和田野笔记的原貌一间消

294)宣读了题为《论民族志的权威 失。一言以蔽之，在民族志这种文

性 作为文学文本的人类学游 本中，参与观察及访谈相关的背景

记》的论文。①早在 1968 年格尔兹 情况基本都被剔除了。零星出现

(Clifford Geertz , [1969 ] 2000: 的对话和语境只是为了描写研究

16)在其《浓描》一文中，就将作为人 的过程。"文本是一个虚构的、作者

造物的人类学著述等同于"小说"。 陌生的、无法控制的东西" (James 

这个标题的选择表明克氏赞同这个 Cliffotd , 2003: 279) 。据此，克氏

论点。然而，这种文本主义的立场 声称，没有个体间对话直接引语和

有可靠的根基吗?民族志与游记真 语境的民族志文本不当妄言权

的同质吗?民族志可以被视为文学 威性。

文本吗?这里，问题已经超出人类 2. 参与观察与主观性

学，事关整个社会科学的可能性，不 什么是参与观察?在克氏看

能不对克利福德的这篇文章进行 来，参与观察既被认为是人类学的

明辨。 成年礼，又被当作人类学的"实验

(一)克氏对民族志文本生产过 室"，作为唯一的研究方法而大行其

程的评判 道。人类学家对参与观察有不同的

在对民族志文本进行考察之 诠释，但元处不受到质疑。然而，它

后，克利福德认为，这种知识生产流 依然是职业人类学家独有的标志。

程中存在五个根本问题。 不仅如此，翻译和转录的问题始终

1.民族志与主观性 未得到严肃对待，参与其中的翻译

什么是民族志文本?克氏认 人与权威信息人的对话的关键作

为，在民族志文本中充斥着间接引 用，如果不是只有极低的地位，就是

语，其中，民族志者与土著之间作为 干脆被忽略了。观察者在各种事件

① 该文英文版参见 James Clifford , 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 , Representations , No. 2 , 
Spring 1983 0 纵观克利福德的同类著述，这篇文章不仅开启了 20 世纪文本学的批评浪

潮，而且较为完整地代表了他的基本立场，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对话对象。



赫金

观念偏移(

与

称一个i字谬的程式和更应当说是具

有欺骗性的程式押。它的唯一产品 始终半是他者的词汇09俄国

是充满主观性的、出自强化的田野 者坚持认为 9 话语必须在语境中重

工作的个人经验与科学分析的泪杂 新思考。巴赫金写道J

物。不论是在书写时还是在阅读过 的词汇和形式 不属于任何人

程中 9人们在参与观察中看到的都

是纯粹的个人经验，其中，交织着复

杂的主观性(同上: 274)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氏对参

与观察作了纯粹描象的评估 9 对人

类学家在田野里的参与观察进行参

与观察，自然不是他行内的做法。

他甚至没有间接引用任何人类学家

参与观察的例子 9 就认定人类学家

的主观性致使他们的眼睛成了一副

具有哈哈镜功能的透镜，由此还导

致他们忘记了异族语言之间翻译所

面临的风险。

3. 访谈与主观性

克利福德力主的观点并非全部

出自其子笔 9其中，几个在他看来关

词汇和形式。个人意愿贯穿整个话

语 9其中布满个人印记 7 。因此 9 民

族志文本的词汇不可能固定在独自

9不能建立对抽象的和文本的真

实存在的具有权威性的陈述:这些

词汇发出主观性和背景声的回响。

因为，在巴赫金看来 9一切话语都是

一种 4 异声门 9 世界的具体观念。"

(向上: 280) 据此克B(;坚信 9 人类学

家的主观性和语言背景声致使其失

聪。无论写下什么 9 都不可能是又才

真实存在的忠实描绘。此外?克氏

还分享狄尔泰CDilthey) 的判断"阅

读和解读异文化是不可能的。"(同

: 275)最后，他自己总结道:

对话和在背景之外 9 就没有话语的

键的论点分别来自其他学者。在回 意义。气!可上: 28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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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话语权与主观性 论他是创造这种文化和社会的民族

至于话语权问题，克氏援引了 的成员还是作为民族志者的异邦

法雷一萨达 (Jeanne Favret-Saada) 人。作为主体，任何个体的认知产

的见解"对话事件永远都在对话者 物都充满主观性，客观的认知结果

主观关系的网络中给予民族志者一 永无可能。至此，可以初步认识克

个特殊的位置。在话语权诸位置的 氏的评判结果:人皆具有主观性，民

场域里，在诸多个‘我'和‘你'之间 族志者或信息人都是人，所以他必

关系变化不定的形势的矩阵中没有 然为主观性所羁绊。此外， (西方)

中性的观点。"(同上: 281) 因此，克 民族志者居高临下，以自己的知识

氏认为，主观性、话语权和政治立场 标准度量世界。最终他认定，在书

不可分割。在话语权中，没有中性 写和再现他性的主题上，有一场政

的政治立场。 治性的和知识论的辩论需要完成。

5. 事件与主观性 这样一来，此文质疑的已经不

克氏为批评民族志权威性而掷 光是民族志的权威性。在克氏看

出的最后一支技枪是"事件"。他断 来，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民族志实际

言"民族志者最终总是要离开田野 是由土著的主观陈述和民族志者的

工作的地方，带回他之后将要解读 主观建构混杂而成的双重谎言。克

的文本。而在这些带回的文本中， 氏的上述论点悉数属于全称判断，

人们可以记入一岛回忆一一被重新 涵盖的已经不仅仅是 20 世纪 60 年

模塑过的、简化了的、剥去了它们的 以前人类学民族志中出现的错误或

直接背景的事件，以便之后重新建 失误，而是指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

构并重新解读。"(同上: 278) 以异族文化和社会为研究对象的任

据此，克氏认为，民族志文本可 何民族志工作的品质。从参与观

以是三次建构的结果。更有甚者， 察、访谈、记录至写作，就是一个一

克氏认为，每一个人所理解的世界 而再再而三地扭曲事实的过程。倘

都只是一个被自己个体化了的世 若事情果真如此，对人类学而言，准

界。面对一种文化和社会，任何人 确地说，是对整个社会科学而言，这

的理解都是个体化的，即主观的，不 无异于末世降临，而且是一个永远

8 



无法救赎的末世。这场文本主义风

波看似涉及论题五花八门，但实际

核心问题只有一个:跨文化研究可

当代民族志方法论

克氏认为，更为令人惊异的是，

民族志者还制造出一个"集体作

者"。"这类集体作者以各种不同的

能吗?对此问题，克氏的这篇论文 名词出现，如土著的观点、特罗布里

旗帜鲜明:面对他性，人类学家可能 安人、努尔人、多贡人，或者一些类

做的不是客观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 似的语句在各种民族志中随处可

它，而是歪曲它。

(二)克氏对某些民族志作者书

写伦理的评判

事不止此。在讨论完知识论问

题后，克民更以四位民族志者为例，

对他们的书写操守给予如下评判:

见"(同上: 279) 。这些名词和语句

的使用割去了背景。不仅如此，他

们还以该民族的文化发言人自居:

"对间接引语一定程度的使用是不

可避免的，除非小说或民族志通篇

由直接引 i吾组合而成，但是鲜见这

'......民族志书写投入了一种获取 样的尝试......田野调查者是否拥有

权威的特殊战略。直至晚近，这种 栖息于土著思想中的能力始终值得

战略隐含着在文本中，将民族志作 怀疑。事实上，这是一个民族志方法

者介绍为无可置疑的真相的提供 中一直存在的并且没有解决的问

者。在文本中复杂的文化经验被一 题……所以民族志者们十分谨慎，提

个个体所陈述:弗斯 (Raymond 防给个体分配信仰、感情和思想。但

Firth) 的《我们提克皮亚人》、孔多米 是他们却毫不犹豫地给一种文化分

纳斯 (Georges Condominas) 的《我 配主现状态。如‘努尔人认为……'

们吞噬了森林》、米德(Margaret ‘努尔人的时间观念...... ，。这些表

Mead)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还有普 达方式与土著的话语的直接引用或

里查德 (Edward Evans-Pritchard) 翻译是不一样的。这些断言没有

的《努尔人》都属于这种例子。"(同 ‘专门的对话者勺干脆是模棱两可

上: 266)克氏仿佛向世人揭示了一 的。因为它们以一种不明确的方

个令人震惊的丑闻。以上著名民族 式组合了民族志者的断言与一个

志作者悉数作弊，"阴谋"甚至早在 和多个信息人的断言。民族志记

赴田野之前即开始酝酿。 述充盈着如‘夜间精灵返回村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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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没有明确对话者的句子。在 (三)克氏提出的民族志书写的

关于信仰的描写中，作者扮演了文 可能形式

化发言人的角色。间接引语的风 克氏在民族志中"诊断"出的上

格避免了直接引语和明晰的翻译， 述"病灶"全部出自人的自然品质，

它删除了土著的专门的解读，并且 堪称"死穴"。对于作为人的民族志

创造了单声的文本来表达 6文化知 者，不可不谓山穷水尽，但克民并不

识'。气同上: 285) 认为民族志者巳处于绝境，他胸有

民族志者不辞艰险远赴他乡， 成竹地提出如下处方"无论科学研

目的仅是为了生产谎言?这样的 究者的经验还是其解读都不能再被

".，定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对于上 当作元辜的。民族志不再应当构想

述责难，为了弄清真相，人类学(或 为关于他者的、明确划定边界的真

者整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面临 实存在的经验或解读，而是应当构

的核心问题是:人可能认识"人"吗? 想为一种涉及至少两个政治意识清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鲜 醒的主体，甚至更多个主体的协商。

见人类学家尝试生产通篇塞满直接 经验和解读的范式让位于话语、对

引语的民族志?田野调查者需要栖 话和多人交谈的范式。"(同上: 280) 

息于土著思想、中吗?当民族志者写 这样，他告诉读者，我们面临的核心

下"某某民族认为..….""对于某某 问题并非无解，欲让民族志者的话

民族而言……"，他创造了一个集体 语具有意义，只需要抛弃对民族志

的作者吗?他以民族文化的发言人 者经验的解读范式，把民族志者的

自居吗?田野工作中，民族志者与 独白改为与土著的二人对话体或多

土著相遇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人对话体。之后，把每一个与民族

怎样发生的?这一切，甚至只有过 志者对话的人所说的话逐句记录下

短期田野工作经历的人都难以判 来，直接引用，并且就对话的语境给

断，非民族志者自然难免对田野工 予完整的记录和介绍。

作之堂奥产生隔膜感，鉴赏民族志 那么克氏提出了哪几种可供选

撰写中之匠心就更是另一个问 择的"范式"呢?他宣布"本文中分

题了。 析的几种权威模式一→实验的、解

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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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二声对话的和多声对话的模 个社会科学。

式 已经可供民族志文本的所有 遗憾的是，作者显然没有明白

作者支配，无论是西方的作者还是 自己写下的东西。如果他陈述逻辑

非西方的作者。这些模式中的任何 的大前提成立，那么我们面临的的

一种都未被偏废，也不是完美的:在 确首先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即人的

这四种范式的每一种内部都有创造 认知能力是否可以达成对作为异民

的余地。"(同上: 90) 族的人的文化和社会的认识，而不

然而，读罢文本学家跌者的意 是怎样写的问题。根据他的信条，

念，其主旋律的峰回路转非但没有 鉴于人类自身的生物性缺陷(主观

激起读者任何释然的情绪，反倒令 性)以及无法绕过的语言学障碍，人

人陷入更深的不解。克氏刚刚才倾 元从认知他性的真实面目。于是，

注全部心血论证，人类学家(更准确 在克氏认定的那个世界里，欲谋求

地说是所有社会科学家)都面临二 根本的出路，首先必须改善或修理

种天然的、原始的、对任何个体而言 的是人本身的生物性质量，而非写

都是与生俱来的绝症:在任何话语 法。带着不可化解的"死穴"，不可

中不存在中立的词汇和形式，不存 认识的对象用任何写法都无法描

在中性的政治立场，个体元不处于 摹。克氏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全称

主观性的绝对统治之下。如果这一 断言在逻辑上已经否定了任何所谓

见解成立，那么必然意味着这样的 "新"写法的有效性。

事实:即使民族志者撰写一部完全 上述文本学现象勾起了人们极

由直接引语拼成的民族志，那也将 大的好奇心:文本学和人类学是否

是一幅扭曲的文化和社会图画，更 真似两个有着不同文化逻辑的世

何况民族志不是用土著的文字写就 界，在人类学认为是悖谬的论证在

的(众所周知，人类学家研究的许多 文本学世界里可能既不是鲁莽，更

民族有语言元文字)。堪称科学知 不是谎言，而是常态。隔行如隔山，

识的民族志不仅之前实际从未存在 作为文本学的门外汉，笔者在此仅

过，而且永无指望。被克氏宣布破 限于提出问题，存疑，以待方家

产的不仅是民族志、人类学，雨是整 澄清。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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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科学活动的

民族志工作

" 

科学史显示 9 作为科学活动的

观察、分析、提出假说、再观察、质疑

前人假说、提出新假说、再观察……

以此循环往复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为此，可以说，在离开起点之后，批

评在科学活动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

置。批评缺位，将成见弥漫，谬论流

传，鱼目氓珠，良芳莫辨。欲推动科

学知识不断增长，批评游戏不可

或缺。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被美

国社会科学界称为人类学的H解读

学转折点"，围绕这一转折发生了一

系列辩论与批评。格尔兹的"谁

描999 克氏的此文以及哈默斯里

(Martyn Hammersley , 2003 : 

295-306) 的"民族志中的修辞转折

点一一对文本主义的波普尔式回

应"均属代表姓文献。

关于修辞学的转折点，哈默斯

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怀疑论的

结论具有自我摧毁的特征。"根据后

现代者关于主观性的论点，其论证

结构类创于撒谎者悖论的结构:他

们的一切言说亦尽是撒谎(同上:

299) 。因为他们也是人，故他们的

书写亦必然充满主观性。此外 9 晗

氏明确提出"我质疑这样的论点:

承认民族志描写中具有修辞的性质

就终止了再现真实存在的计划。在

我看来，对真实存在的追求似乎永

远离于美学的、伦理的和政治的标

准。通过承认现实主义可能犯错误

的特性，有充分的理由捍卫一种现

实主义的、温和的立场，并且维持对

民族志者知识权威的命令，哪怕是

仅仅限制在其专业能力的范围

内……在坚持对权威和责任的绝对

命令的条件下，没有什么能禁止对

现实主义的或实验的修辞法的使

用 ø..oa....在我看来 9 修辞策略可能有

着比后现代的评论者们主张的其他

许多 6实验?技术有更大的价值。后

现代评论者们在他们的叙述中常常

给自己一个夸张的位置 9 同时却隐

瞒了他们自己在组织构成文本的多

声合唱中的作用。"(同上: 305) 

在归谬法之下，哈默斯里揭示

了文本主义者的自我悖论。之后，

他援引波普尔 (K. Popper) 和付卡尔

斯(巳 S. Peirce) 著名的实用现实

主义试错法，在知识论层面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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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具有显而易见的建设性的论 解和评估始于文本、也止于文本，而

点。众所周知，这里涉及的是一种 不是从田野工作开始。为此，在回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继续推进科学研 应他的质疑之前，有必要首先阐述

究的哲学基础，但是，哈默斯里的整 笔者所体验的民族志工作程式。

个反驳都是在形式逻辑和科学哲学 在异族进行田野工作这种活动

的范畴内进行，"主体"与"主观性" 中，有三类角色出场:民族志者、土

这对绝对主义观念于他而言同样是 著的个体(或若干个个体)和当地的

无可辩驳的公理，所以他以抽象的 各级政府(政府成员可能来自不同

驳斥对抽象的批评，没有假以任何 的民族，其中，当然也包含作为研究

田野工作的实例以及用详细而具体 对象的民族的成员)。民族志者赴

的证据彻底拒斥怀疑论的这个根 田野，在异乡参与观察土著的一切

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克 行为方式(包括仪式) ，学习士著语

氏的论点仍然对每一个有长时段民 言，借助翻译和凭借自己学到的语

族志工作经验的人类学家发出了一 言与土著的个体(或几个或若干个

个潜在而严肃的邀请或挑战。这就 个体构成的小群体)进行交谈，然

是科学活动中严肃的批评所具有的 后，分别用土著的文字(或者在土著

建设性力量。 有语言无文字的情况下，用民族志

由此可以瞥见，"主观性问题" 者根据土著的语言创造的拼音文

成了民族志领域里一个暗藏的谜 字)和民族志者自己母语的文字记

题、一桩悬案。这就是 2013 年"主 录下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离开

观性问题"再次回到学术讨论视野 田野时，民族志者带回几种东西:田

中的根本原因，也是笔者应邀解谜 野笔记本、照片、满脑子关于土著行

的动因。 为方式和信仰细节的记忆，在田野

(一)民族志的一般工作程式 (含各级地方政府的档案室和图书

作为文本学者的克氏对民族志 馆)搜集的文献和少量的器物，以及

工作的基础一一参与观察和访谈没 20 世纪进入数码时代以来的音视

有体悟。在把民族志当作文学文本 频材料。返回故里，在自己书房或

的前提下，克民对民族志工作的理 办公室，民族志者整理田野笔记，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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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纲，开始撰写。鉴于记忆的有 看法并非完全相悖，至少在一个问

限，田野归来，民族志者都紧凑安 题上与笔者的意见一致:与民族志

排，尽快投入写作，以最大限度地避 权威性相关的真问题悉数属于知识

免遗忘带来的损失。民族志写作的 论问题。

方式十分有限，采用的是第一人称 关于民族志是否具有权威性的

单数或复数。描写参与观察到的土 议题，我们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

著的行为方式，通过概述、直接引语 作为异文化的他性可能被认知吗?

或间接引语报告土著对自己社会事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必须

实的介绍和解释，分析所获材料、通 论证认知的条件、过程和结果的确

过新发现的社会事实和文化事实检 定性。具体而言，民族志者是否可

验现存理论，或证实，或修正，甚至 以排除认识活动中的主观性?是否

证伪本学科既有的基本概念和普遍 可能保持政治上、道德上和价值观

理论(这在社会科学活动中极其罕 上的中立(或者说，纯粹的观察者是

见，甚至可说百年一遇)。如果是后 否可能)?其次，当确定可以认知之

者，那么当事人将依据新鲜的事实 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才是怎样将己

拒斥昔日的理论并尝试提出新的理 经认知的异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

论假说。 (蔡华， 2009: 107--119)文本化。具

当笔者把人类学家生产知识的 体说，如果异族的话语之间不可能

特殊过程写下时，它看似清晰而肯 进行一一对应的互译，那么还存在

定。但是，田野工作背后却隐藏着 其他书写异文化的可能性吗?在书

诸多的复杂、曲折、微妙和冲突，个 写的过程中，作者主观性对事实的

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实践者尽知。非 扭曲是否可能避免?怎样才能

常自然，内行与外行对这个过程可 避免?

能产生不同的理解，他们的判断有 此外，在知识论层面，人类学

时大相径庭。 (或者说整个社会科学)面临的核心

(二)民族志中的知识论问题 问题远比上文讨论的问题处于更深

在仔细读完克利福德的文章之 的层面，也更复杂。具体而言，什么

后，笔者注意到克氏与人类学家的 是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实体?在这

14 



确提出

义试图回 问题。

II击

先对此都作出

阔地 9 甚至至今对自己

断坚信不疑。为此 9 对宇宙和

的再现因民族而异:有什么样的

号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

的社会组织 9 以及最后就有什么

的行为。信仰是社会科学研究对象

的实体 9 是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性

质和运动方向。本文对民族志性贯

的分析就是以信仰主义为理论框架

展开的(同上: 98-133) 。

(三)民族志者的田野工作

对于职业的人类学家来说，研

究异民族的田野工作一般以年为单

位 9参与土著的日常生活(包括以年

为周期发生的各种仪式h观察和学

习其生活方式(包括逐步使用他们

的语言)。在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

之后 9 民族志者将学习支撑土著生

活方式的信仰体系。民族志者在整

田

飞山录珍

纳入研究为例 9 来考察自

。 1988 至 1989 年 9

的五个村子其他人户中，笔者观察

纳入日常生活中居住在同一屋檐

下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随时就

与此相关的问题向他们请教。

一类情况下?参与观察与访谈实际

是同步进行的。之后?笔者作了如

下记述:

元亲属关系

自降生之日起 9 孩子就自动成

为其母亲集团的一员。传统上，拥

有同一个真实的女性祖先的人们居

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们都互为

(同骨人)。 的意思

是"骨头"， "hing押是问人" (" onghing押

直译为"同骨人勺。这样，他们用"同

骨人怦指称出自同一个他们能够记

忆的女性祖先的所有个体?无论这

百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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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个体居住何方。

在本书中，我拟用"元亲属"

("元亲属"，指称一个民族以其对繁

殖的原始认知结果为基础确定的亲

属，而非整个人类一致认定的亲属。

从整个人类的角度观之，元亲属呈

现的状态正好相反，是多样性而非

统一性)一词指称"同骨人"。

每一代人，姐妹们和兄弟们一

同劳动、消费并养育前者生育的孩

子。终其一生，他们都居住在一起。

正常情况下，这样的一户可以维系

数代，有时甚至十余代不分家。因

此，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纳人亲属

团体仅仅由元亲属组成，同时他们

毫无例外属于母亲的集团。这是一

个格外令人惊异的特征。因为在研

究并比较血亲亲属团体和共同居住

亲属团体之后，默道克 (G. P. 

Murdock)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以

共同的居所为基本特征的血亲亲属

团体是不可能存在的。"(G. P. 

Murdock , De la structure social , 

Paris , Payot , 1972 , p. 58) 

纳人称这种元亲属团体为 lhe ，

并对我作如下解释: "dhe lhe dhe 

ong niéo "(整个 lhe 的人都有着同

样的骨头)lhe 这个词专门用于如下

情形:它只能用来指称我的 "lhe" , 

你的"lhe" ，等等;或者"lhe"加上一

个人名，以指称某"lhe"。如张三的

"lhe" ，或李四的 "lhe"，等等。该词

不能与数词连用。例如，不能说 20

"lhe"。用来谈论人户的数量的有

另一个坷，该词与汉语中的"户"的

含义完全对应。在此有必要指出，

我的研究纳人的中国同行们，用另

一个纳语词"Zidu"来指称纳人的母

系集团。实际上， "Zidu"不仅指所

有居住在同一住宅中的人，不论血

亲或外人全部包括在内，同时，还指

这户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房屋、土

地、牲口、衣裳、钱，等等。简而言

之，一切动产和不动产，即"Zidu" 

=人户+母系财产。在纳人那里，

"扭曲"这个词通常用于谈论一个人

户在经济和人丁方面的成功与

乒专 E王。

"lhe"构成元亲属的基本单位，

也是经济的基本单位。在一个

"lhe" 内部，所有财产都在代际之间

以集体的方式继承。

在此，我将"lhe"译为"母系支

系"。在我取样调查的五个村子的

63 户中，共有 36 个这样的母系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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絮筝猝

(Cai Hua , 1997: 97-99) 。① 对象民族的基本词汇时，人类学有

三种选择:一种是音译这个词汇，在

在田野工作中，我观察到了上 描写之后直接使用这个音译词，如

述纳人的行为方式，同时，学习了在 "taboo"和 "kula" ;另一种是在描写

纳人文化中的几个重要概念: "ong" 之后，如果作者的母语中存在含义

"hing"" lhe" " Zidu" 和" Zi"。在这 基本一致的词汇，直译这个词汇;最

个过程中，除了直译承载着重要纳 后一种是，当作者的母语中完全没

人文化概念的那曲词汇外，我对观 有对应的词汇时，使用一个作者语

察和听到的纳人的文化事实和社会 言中接近的词汇，指代这个概念，并

事实作了上述描写。在这个例子 且明确说明被赋予专门含义的这个

中，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句子不是中 词汇仅仅在该文本中有效。

性的。整个文本可以顺利地向读者 例如，因为"lhe"这个词汇将在

传递关于纳人文化的信息。我们在 关于纳人的民族志中频繁出现，为

此使用的并非纳文，因为纳语没有 方便阅读，音译不是我的首选。下

文字。在此我们使用的是法文文本 笔之初，为寻找一个合适的词汇我

的中译(亦有英文译本)。为什么在 曾经绞尽脑汁，历时数月一筹莫展。

这几种文字里可以不带偏见、不扭 有必要指出，之所以在中文、法文和

曲纳人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呢?原 英文中不存在与"lhe"对应的词，是

因极其简单，因为任何语言都具有 因为在汉族社会、法国人社会和英

描写功能，或者说素描功能。素描 国人的社会中不存在与之对应的

即在信息的文本化过程中，不使用 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而且，更为

作者母语中任何带有自己民族文化 严重的是，在这二种语言中，任何

概念的词汇的书写。当然，更不使 与亲属组织相关的词汇，都立即与

用人类学的术语。 婚姻相关联。如中文的"家庭"和

一般而论，可读性系撰写任何 "家族"，法文中的" famille "和

文本的基本准则之一。在处理研究 "lignage" ，以及英文中的" family" 

① 其中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 1988 年 10 月至 1989 年底和 1992 年为期半年的田野工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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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ineage"。而在一个 lhe 中任何 的描写功能。因此，民族志者或者

人都不结婚，纳人社会的这个细胞 人类学家在书写异文化时，所从事

不包括任何姻亲。有鉴于此，这些 的不是翻译，而是描写。以"没有中

词汇用于翻译 lhe 都不合适。 性的话语"这一全称判断为由，来论

最后，我在法文版中选择了 证民族志书写之不可能性，似是而

"lignée" ，指代纳语中的"lhe"。因 非，是一个伪命题。

为与法文词汇"famille" (家庭)相 因此，所谓参与观察就是民族

比，该词侧重指称一个祖先与他或 志者在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私密

她的直接后代构成的亲属集团，与 的个人情感活动除外)中身历其境，

纳人的 lhe 的结构更相近。此外，因 或者作为旁观者，如在各种仪式中;

为英文中没有与法语对应的词汇， 或者扮演一个角色，或在家务事、各

英文版的译者照搬了这个词。中文 类劳作和宴会上等情景中，观察研

文本则选择了"支系"这个词汇指代 究对象的一切行为方式。参与观察

"lhe" 。 是民族志者进入异族文化的大门、

上述事实表明，在一个支系内 开启深度访谈的前奏曲。

部参与日常生活，观察清楚每个成 2. 深度访谈

员之间的亲属关系，识别他们之间 现在继续以关于纳人文化的回

的称谓，通过交谈理解这些称谓的 野工作为例，来讨论深度访谈是在

意义，完全可以圆满实现。 什么条件下进行的?用什么语言交

职业的人类学家都知道，描写 谈?用什么语言记录?分析是怎样

异文化的过程充满特殊的困难，每 进行的?

一个自然段都是在挣扎中写就。异 围绕着对纳人文化中的 "ada"

文化现象在作者的母语中没有现成 (阿达)现象，民族志者的认知可能

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这是民族志书 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这一案例堪

写格外艰难的根源，但是，客观地观 称图解深度访谈的极佳例子。以不

察和忠实地描写异文化是一个可能 同阶段的信息为依据，或者从不同

完成的使命。人类学早已在使用描 的文化背景出发，抑或以不同的人

写的方法，文本学家应当深谙语言 类学背景知识为依托，都将直接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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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阿达"的定性分析产生不同的影 上) ，由于"阿达"是(或曾经是)孩子

响，从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母亲的性伴侣，于是他也可能被定

"阿达"是纳语中的一个词汇。 性为孩子的"父亲"。然而，这种尝

当一个孩子(男或女)被视为其生母 试是否跌进了民族中心主义的陷

与一个男人交婿的后果时，该男子 阱?从以上两种立场出发，"阿达"

便被视为其"阿达"。由于判断谁的 都将有被认定为一个亲属称谓的

"阿达"是某人时的基本依据是长 倾向。

相，因此村子里就所有纳人而言，都 亲属关系人类学的科学知识告

有一部分人的"阿达"无人知晓。于 诉我们，关于"阿达"，以上的民族志

是，在定性分析中，我们面临这样的 材料不过是冰山一角。

问题"阿达"是否可以等同于"父

亲"?它是一个亲属称谓吗? 如果纳人确有所谓"己身的生

围绕"阿达"问题，当我们掌握 父，或者说文化上认为的生物学父

的纳人文化信息仅限于此时，对"阿 亲"(且不论这种表述本身就是唯科

达"的定性还可能受到另外两个因 学主义的产物) ，那么上述说法似乎

素的影响。一个是调查者自己文化 可以成立。但是，纳人文化中存在

的背景。例如，当调查者是汉族时， 生父概念吗?纳人在其神话和转喻

在涉及"私生子"的案例里，汉文化 中再现了他们对人类身体的认知。

有"生身父亲"的概念(蔡华， 《纳人》记载:妇女腹中的孩子来自

2011) 。但是，"生父"不被汉文化承 善神阿藻笠，女孩出生之后满五个

认为"社会父亲"，而仅仅是指明孩 月，阿揉笠便将胎儿直于她们的腹

子是该男人的"种"。如果以汉文化 中，决定了胎儿的性别，并在她们怀

概念为参照系，人们有可能将"阿 孕期间为其提供养料。交蜻对于生

达"定性为"生父"，但这种解读可靠 育是必要条件。但在此过程中，男

吗?另一个可能制约人们对"阿达" 性扮演的角色，仅仅是使原己存在

定性的因素是人类学的术语。例 于妇女腹中的种子发芽。正如纳人

如，当人们把"父亲"概念的外延扩 的民谚所云"天上不下雨，地上不

展至"母亲的丈夫或性伴侣" (同 长草。"个体的骨头和肉均未自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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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这种母系的骨缘关系被认为可

以无限延续。由此，个体通过母亲

及其姊妹在纵和横两个向度上与其

他个体构成一个亲属集团。他们具

有同样的骨头 9 因此，具有同样的亲

属身份。在纳人社会骨亲是元亲

属。至于男性之降"水押只是善举，

在个体亲属身份的确定中没有任何

实质性意义。在这种文化里，世间

的男人不过是"灌溉者押而已 (Cai

H础， 1997: 95--99) 。

"骨头 "("ong")被视为个体遗

传特性的载体。人人都只从其母获

取骨头。己身只是母亲的"骨亲罗，

("onghing勺。所有出自同一个真

实的女性祖先的人都有共同的骨

头，他们互相视为永远的骨亲 9 并且

构成一个集团。这一集团的边界仅

仅通过每个成员与母亲的联系和通

过母亲与其他成员产生的联系而确

定，完全无须旁系和亲等的概念。

骨亲这种身份对于每一个个体和每

一个集团都是永不变异的(蔡华 9

2009: 25~ 26) 。

这一身体再现系统清楚地表

明 9纳人文化逻辑的源头根本就无

所谓生父概念。纳入文化十分特殊

而复杂，许多现象的原因深埋于外

人不易触及的观念之中。

因此，无论是把父亲概念扩展

至汉族"生父999 还是扩展至"己身的

主要支持者和其上一代中的男性模

型"(蔡华， 2011) (倘如此，纳入的

"舅舅"也将逃脱不了被定性为"父

亲"的命运) ，都是汉文化民族中心

主义作祟的结果 9 当我们把纳入装

进汉文化时父亲"的筐里，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将是一个颠三倒四世界的

幻象。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端详一下纳

人的这个著名而神秘的"ada" 。

作为基本文化事实的"阿达"是

我田野工作的重点之一， <<纳人》有

许多相关的重要描写和分析。

"ada"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

亲属称谓吗?根据纳人文化(或动

物生殖理论)，"阿达"的定义是:与

一个雌性动物交婿的那个雄性动物

是该雌性动物因此文嬉而产下的那

个个体的 "ada"。该词汇不仅用于

人也用于其他动物J口猪、牛和马。

村民们举例说，自己种站的公猪就是

小猪的"ada" 。

人们常常根据个体的长相来判



断。一

两 9 当一个个体谁也不

。当

问及为什么一个人

一个孩

男

男

当一 男 1工.，

9 或 了年

聊天 9 可

予其

, /j"J 民说"不知道。一个人也可 仍然是没有属于同一母系的两

能谁都不像。一个人会像其舅舅 9位 性成员在场。该词在家里使用

是兄弟姊妹之间是不能发生这种事 不可想象。

474 

查取样的五个村子 65 户

明的个体占

更为重要的是，知道阿达与否，

在文化和社会的层面皆无任何差

别雪在传统纳人社会中也无人有意

去探究。纳人文化中异常突出的特

征之一就是它极其严格地禁止元亲

属(建立在身体再现系统上的亲属

关系 9 我们称之为时元亲属押。如汉

族传统社会中的宗亲 9 即父系亲属;

纳人社会中的母系亲属)之间发生

性关系 9 当异性的母系亲属同时在

场时 9严格禁止使用涉及性的字眼 9

甚至与爱情相关的词汇也在严格禁

止之列。"之所以在严格禁止

的词汇之列?正是因为它直接指涉

性活动。

为此 9通常 9 一个女人不会跟其

孩子说谁是后者的阿达 9 一个男人

理解纳人文化的若干

关键概念之一。为此，不知多

我与不同村寨的村民们作过深度访

谈。一次 9 为了弄清该词在纳入文

化语境中可能覆盖的时段，我将对

该主题的探索拉至其终点。在 G 家

的圈子里与一群男性谈及该话题

时 9 最后我问:

6你们知道你们的， ada' 的

'ada' 吗?押问题一出 9 立即被他们讥

讽地反问"你疯了吧?!你知

道吗?!押

间我当然知道。押我答道。

开玩笑吧!押他们判断道。

勺支开玩笑。真的?我知道。"我

答道。

面对我肯定的回答?他们愣住

了。稍顷 9他们中的一个小伙子(

汉文化主导的学校里上过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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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说"唤，是的，他们汉人好像是 弄清"ada"的真实意义以及对其进

知道的。" 行分析，需要具备更多的关于纳人

回到院子里，我又接着和 G 家 文化和社会的知识。除了查清

的老妈妈讨论这个话题，她笑答: "ada"元人知晓的村民在调查样本

"有时可能出现一个年纪大的 中的比例外，还必须彻底弄清关于

人知道他村里的某个孩子的‘ ada' 动物繁殖问题中 "ada"在纳人民族

的‘ ada'是谁的情况。但是，没有任 知识体系里具有的一般含义，纳人

何人知道谁是自己的飞出'的 社会对于"ada"不明的人的态度，身

‘ ada' 。谁都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如 体再现系统，性禁忌的范围，等等。

果不是你提到它的话，人们连想都 这些知识涉及的内容已经不像在认

不会想到它。" (Cai Hua , 1997: 识纳人支系的成员及他们之间的关

172-173) 系那样直观，而且在外行眼里，这也

这个地球上，真的存在一个有 主题可能显得各自独立，甚至毫不

父亲称谓，但是人们既不知道也不 相干，但是，在亲属关系领域的专家

想知道自己的爷爷的社会吗? 看来，它们之间具有直接的关联。

"ada"不在社会血亲性禁忌之列，这 这个实例证明，必须对纳人文化有

也是当个体的 "ada"元人知道时，任 系统把握，必须把"ada"置于纳人文

何人都不以为意的根本原因(同上: 化的全景中，才能对其作出可靠的

95-177) 。 定性分析。为此，这里涉及的已经

谁见过哪个民族的亲属称谓是 不是在"何为参与观察"一节的案例

不可以在家庭内部使用的词汇?更 中展示的简单即兴交谈，而是另一

何况是"父亲"这个称谓。事实证 种交谈一一深度访谈。

明，纳人文化中只有"灌溉者"，没有 在这类访谈过程中，我的对谈

父亲。 "ada"不是父亲，更不是一个 者是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村民，年长

亲属称谓(蔡华， 2011) 。 者居多。长时间的谈话常常是在村

里场地上(间或在他们的院子里)用

与"lhe川Zidu"和 "zi"相比，对 纳语进行，无论在我本人不会说纳

"ada"的理解和分析更为复杂。要 语的时期还是在我勉强能说纳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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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方式的 户 9 由

的都是一些思人皆知的

争阳光之下没有新事?天长日

久 9鲜见围观。

纳入特有的关键词我们都用国

际音栋和拼音记录，村民们提供的

与这些词汇代表的概念相关的解释

我们都以描写的方式用中文记录。

每一个概念都经过我取样的五个村

子里两种性别的多位长者的补充和

核实。此外 9 在日才隔一年余之后，

1992 年笔者再次赴永宁调查分布在

其他村庄的纳人"贵族押的生活

式。那半年里 9 我游历了永宁盆地

的所有村寨(许多是早已去过数次

的村庄)。所到之处 9 我都不厌其烦

地核实纳入文化中的那些基本概念

及其含义 9 以及这些概念体系的结

构。这一时期 9 阿国芳(末代永宁土

司的儿子， 20 世纪 50 年代受过初中

教育 9在纳人社会里享有特殊的威

望)始终在场 9他把我介绍给了 1956

的自口门。

文"日::I-r 

成功排

典 9

中找不到与完全对应的

词汇十分常见。但是 9 用一种语

来描绘另一种语言中每一个词的含

义却基本没有障碍。

当然 9 民族志者的文化和学术

背景，以及其人类学修养，乃至个人

意愿的确可能潜入访谈中 J且是 9 应

当强调 9 更为常见的是这些因素

民族志者分析的影响?甚至是对分

析的支配。人们可能把"ada押视为

"父亲"的定性分析过程就是一个鲜

活的例子 9 但是，还应当指出，唯有

人类学训练的田野工作者有权利对

另一个民族志者的描写和分析结果

提出商榷 9 无田野工作的人无以置

朦 9并且唯有土著中具有相关知识

的那些成员的报告才是进行分析和

做出最终判断的依据。

年以前属于"贵族押等级的所有人 争议的民族志材料相较9 经过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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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民族志材料更为坚实可靠。 这样的传统社会里 9 即使在他们的

3. 日常生活、制度与事件 社会里存在所谓"事件"，也是罕见

克民这篇文章中有一个引人注 的现象。这样 9人们便可以明白，真

目的现象"事件"一词频繁出现，数 正构成田野工作主要标杆的东西，

以十计。相反，该文却绝口不提士 并非如克氏所言是田野工作期间出

著的日常生活和制度，即非事件性 现的"事件"和"相遇"，而是各种不

现象。民族志者在田野工作中参与 同的制度之识别。

观察和深度访谈的主题几乎全部都 虽然任何一个士著都不能够一

是支配着土著生活方式的各项规 气呵成地向我们陈述他们的全部制

矩，即制度。我观察到他们日复→ 度(尤其是在元文字的社会里) ，但

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以同样的方 是，随着我们长时段田野工作的不

式生活，我探寻支配着这此行为方 断探秘和积累，若干个个体在不同

式的信仰。对于土著来说，这略行 的时空里向我们点点滴滴讲解的规

为方式如此日常、普通、平凡，因此， 矩渐渐汇成了一项项制度的集成。

显而易见，这此信仰那么寻常、平 土著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具有真知灼

常 9 因此不言而喻。一切都显得那 见，民族志者亲历了他们的生活，经

样地平淡无奇。加之，民族志者不 过至少一年为周期的无数次观察、

仅倾听他们之所言，而且关注他们 访谈和验证，制度文本中既无土著

之所行。如此无数次循环往复，恰 个体主观建构立足的地方，更无记

似小学生的学习 2 + 2 = 4 的过 录者的主观虚构安身的空间。这就

程:经过不断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和 是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认为 2 + 2手4

实例重复演示，从具体到抽象，小学 的人的原因。

生完成了对真实存在的认知、认定 人类现行的所有制度悉数呈现

和再现。 出巨大的顽强性，其强大的力量寓

此外，必须特别指出，这里涉及 于每一个民族传统的行为方式中。

的不是"事件"，而是日常生活。所 →个民族实行的是婚姻制度还是走

谓"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其成员均按 访制度，实施的是市场经济还是计

照自古而然的规矩行为的社会。在 划经济，推行的是民主制度还是专

24 



斗， 因

度及其实践不是任何

主体可以主观地信于把玩、任意捏 一类是在参与日常生活时?

塑的人o 无论是对于土著还是又才 见的任何行为方式的即时发 !'_i_J , 

民族志者，民族志文本都不必定 种交谈通常随着这一生活场景的完

是虚梅的、陌生的、无法控制的双重 成也就基本结束了。第二类出现在

谎言。 闲暇时的聊天。在这种背景下 9 我

因此，为了使讨论(无论是否跨 完全没有任何计划?一切都是即兴

学科)富有成效地继续展开 9 哈默斯 发生的。第二类是就一个专门主题

(Martyn Hammersley , 2003 : 或综合性主题有计划地交谈。这类

305)在其论文的结论中对于讨论应 深度访谈持续的时间视主题的复杂

当具备的知识论先决条件的重申值 程度而定?时而仅仅需要 A两个小

得在此重申"责任是研究者夸耀的 时 9时而需要凡天 9有时期可能费时

权威的对应物:元论涉及的是外行 盈月。例如，关于纳入暗访的各类

公众还是科学家，必须维系对辩论

有据和理性批评双重原则的尊重。

这就隐含着一种陈述的方式，其

规矩和禁忌 9 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

性别和不同年龄的当事人的心理状

态和反应方式 9 以及暗访制度在纳

必须明确呈现信息、证据和讨论这 人的道德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等

兰种使读者能够做出自己判断的 等 9我与许多村民的交谈都持续了

必要成分099这既是任何科学讨论 若干天 9 与同一个对谈者的访谈持

必须遵守的规则 9 又是人道的门

槛。空洞抽象的精神体操必将自

下绊索。

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耗时一月有余。

每天在坚硬的薄草坪上一坐就是凡

小时 9聆 具异国情调

才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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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给笔者带来的震撼和唯恐遗漏而 念、概念体系的结构。并且出于简

尽力快速记下对谈者所讲述的一切 耍的需求，其内容往往以只有笔者

而带来的压力，使我整个身心沉浸 自己能够看懂的方式(或者说笔者

在交谈的内容中，常常完全处于忘我 自己创造的词汇)记录。大量相关

的境界。对谈者常常要求中断谈话 的细节都储存在记忆中。每一个通

时，我都不解地思忖:怎么要在这里 过田野工作历练的民族志者都知

打住呢?该不会是有意设置悬念吧? 道，这就是为什么田野归来我们必

通常他都会接着说"屁股都坐疼了， 须尽快地投入撰写的原因所在，而

休息一下。"的确，笔者起身后，唯一 且这也就是为什么田野笔记不可能

强烈地感到存在的就是那个地方。 原封不动地纳人民族志文本的根本

如果按照克氏的想象，民族志 原因。民族志者在田野制作的大量

者将每一次深度访谈的语境都在文 家谱和田野笔记本最终将被遗弃并

本中详加介绍，全部使用直接引语， 非其宿命，它们可以作为珍贵的历

那么民族志将动辄成为百万言巨 史文献收藏于博物馆，供史家未来

著，整个民族志将因冗长、充满重复 研究。 2005 年，法国巴黎的邦璃码

(绝大部分深度访谈均在相似的语 头博物馆开馆时，就收藏并展出了

境下进行)而损害其可读性，普通读 著名法国人类学家(东南亚专家)孔

者将避之唯恐不及，专家读者则苦 多米纳斯 (George Condominas) 的

不堪言，并且它将给科学活动中的 这且田野文献(前已提及，孔多米纳

综合性知识生产带来深重的灾难。 斯是《我们吞噬了森林》的作者，此

这样的作品，不是成功之作，而是败 举不知是否期待着兴趣如克氏的学

笔。对此，任何文本学者和文学评 者光临)。

论者都应当具有与人类学家同等清 最后，如前所述，涉及制度的访

醒的意识。 谈均按部就班地与众多对谈者(单

此外，无论我们记录达到何种 独或与二五人→道)完成，没有任何

速度，现场被记录下来的文字都只 特别需要呈现的语境。任何一项制

能勾画一个事物的躯干。田野笔记 度的认定均为与谙熟土著生活的村

充其量只能承载土著文化的基本概 民交谈的结果。常识显示，任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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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乎此，

就能理解?民

的

出

、制度

。民族志者从未杜撰 9 和

须创造他们研究民族的集体作者。 案是否定的。原因十分简单9 关于

事实的真相是 9 在任何意义上每个 土著文化的细节应当怎样解释，

民族的制度实际都是集体创作的产 族志者没有发言权。后者的使命是

物。民族志者更元须自即民族文化 学习和记录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信

的代言人 9 他的民族志呈现为向世 仰体系和生活方式，最终分析该社

人(含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和其他 会的运作机制。同理 9 在先生与学

民族)报告其学习结果。 生之间 9 谁握有话语权不言而喻。

关于民族志的写作模式，从学 当民族志工作旨在认识一种民族的

科史的角度观之9 无论我的把民族 文化事实和社会事实 9 以达拓展知

的书写方式称为"解读式川二声 识空间(而不是要改造社会)之目的

对话式""多声对话式"和"实验式步99 时 9 民族志者应当且可能立于完全

它们悉数具有实验的性质。问题不 中立的学术立场(含政治立场)。

在于单纯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方式号 关于克氏讨论的民族志文本署

而在于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哪种方式 名问题 9 以笔者之见，民族志所再现

更为适宜。我们所图的不是解读一 的文化是土著的文化 9 民族志者的

实 9 而是在土著文化事实 功境和过失尽在民族志工作(从着

中追寻其解释，但是我们必须解读 手准备田野工作至民族志文本出

的运作机制;在哪里使用 版)之中。某作者发表了一部民族

li吾(无论是二声部或多声部) 志，象民族的文化并不会为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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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他的私产。再者，如果真如克氏 西方的"主体"与"主观性"这对概念

所言，民族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充 经不起推敲。

满作者主观性的文本，那么怎么能 20 世纪中叶以降，对符号学和

够要求作为对谈者的土著署名?那 语义学的借鉴把人类学带入一个解

会有读过于人的嫌疑。即使是在民 读文化的时代，人们围绕着符号这

族志者仅仅照录某位博学的士著背 根主轴，倾全力解读每一符号的意

诵的史诗这种特殊案例中，在一一 义。不幸的是，那是一个步入迷途

对应的翻译绝无可能这一铁律之 的时代(蔡华， 2012) 。克氏涉足人

下，当事人分别作为讲述者和记录、 类学之时，正是以格尔兹为代表的

翻译和诠释者署名似为最佳选择。 文化解读思潮在美国盛行之际。虽

文责自负是神圣的准则。关于怎样 然他感到格尔兹的文化解读方法使

肯定对民族志工作的各类贡献的问 文化解读严重失衡，但未意识到整

题，学生对先生怀有和表达感激之 个文化解读本身即已误入歧途。他

情早已成为完美的传统，似无须另 在这种思潮误导下跟进，因此，其文

立新规。 章的讨论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即

民族志者的经验与解读文化的关

二、作为科学研究结果的 系)展开。然而，当时人类学家尚未

民族志 弄清何为"文化'气任何人都难以解

读一个人所不知为何物的东西。这

西方不再能以非西方民族的人 似乎是不言雨喻的。

类学知识的唯一载体出现，这早已 事实上，民族志者完全可以以

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共识。克氏重 士著的生活方式生活，记下土著的

申了这一理念，同时，他用来度量和 经历。他的使命不是解读自己的经

责难他人的工具却仍旧是"主观性押 验，而是追寻土著对自己生活方式

一类西人衡量知识的标准。这依然 的解释。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并非

是典型的以西方为唯…知识载体的 一个不可捉摸的、土著中任何人都

体现。况且，我们对常识的简单回 不能准确解读的东西。每一个民族

顾和分析表明，作为绝对化的信仰， 的文化都体现为其祖先对自己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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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宇宙和人类群体认知结果的 误导了作者。更致命的是，在西方

信仰体系，其生活方式由这个信仰 传统文化中，从笛卡尔到萨特，"主

体系形塑了的行为方式所构成。对 体"观念和"主观性"观念被视为公

于一种传统民族文化，常规的民族志 理。尽管自然科学界早已对此不屑

工作力图再现这个民族数千年绵延 一顾，但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却始终

的信仰体系及其后果 生活方式。 是人们探索作为哲学分支的知识论

正像克氏指名道姓地批评那曲 的基石之一。结果，西方长期在绝

作者时所作的陈述一样，由于他以 对主义的一统天下作茧自缚。此

为民族志只能是一路关于田野工作 外，有必要指出，人们通常会认为，

者的经验的表述，所以他接受了欠 任何个体对自己文化的认识都是有

严谨地将民族志等同于游记和文学 限和不精确的，因此缺乏全面性和

文本的想法。探究社会科学各个学 确定性。这种常识与主体/主观性

科面临的若干问题的确需要多学科 公理极其吻合，这使得异文化和社

的知识。然而，任何具有多学科合 会不可知论或者怀疑论具有极大的

作或跨学科研究经验的学者都知 欺骗性。为此，主体/主观性公理成

道，隔行如隔山，至今跨学科合作收 了作者无意识戴在头上的精神棚

效甚微，殊为不易。意欲涉足其他 锁。结果，作者呕岳沥血的精致且

学科，对这且学科的专业知识怀有 修辞华美的这篇文章倒成了"主观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为上策。 性"的殉道者，因此也是受害者。

在一种学科(或者个人常规生活)中 初识"后现代"著述时，人言"矫

看似常识的地方，在另一个学科里 枉过正"，我日"无病呻吟"。细考方

可能布满陷阱，往往并非凭借一个 知，作为两千年前怀疑论和不可知

学科的常识就可以对另一个学科的 论的变种，以主观性为武器的后现

研究活动做出中肯判断。 代主义的本质特征呈现为一种"自

不幸的是， 20 世纪下半叶在社 卑主义"，因此是一种"不育主义"

会科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解读文化的 她狂飘式地摧毁(解构) ，却命中注

思潮和文本学认定的话语的个体 定无缘于生育(建设)。

性，以及把握事件复杂背景之困难 科学活动公开、透明、公平，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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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格而统一的知识论准则，是世 考虑到对于提醒人们在鉴赏那且历

间最具民主精神的典范。关于一部 史上曾经的名著的同时，也不忘吸

民族志是否提供了元可置疑的真相 取前车之鉴，这些批评具有显而易

的问题，不言而喻，与任何科学研究 见的积极意义。此外，我们的科学

结果一样 9 号称科学研究结果的民 信念是，由于每一位学者所撰之文

族志生丽准备接受任何遵循知识论 (例如，不论是克氏批评的四位学者

规则的商榷、补充和修正。但是 9任 的论著还是克氏自己的著述，无论

何商榷、补充和修正都不是无规则 其论点最终被证明还是被证伪)皆

的游戏，它必须以经过严格训练的 出自严肃的努力，其目的均旨在试

职业人类学家田野工作所获的资料 图推进社会科学。克民提出的问题

为依据，或者由其他训练有素的民 是科学民族志方法论建立过程中元

族志者到"实地"去验证。仅仅从主 法绕过的问题，因此人类学必须作

体/主观性公理出发，依据演绎推理 答。近二十年来，围绕克氏提出的

获得的结果操作将一事无成。以史 论点被时断时续地讨论就可以视为

为鉴，人类学家早已深知，垫伏在书 一个克服每位参与的学者论证中可

斋里纸上谈兵毫无意义。正如面对 能存在的主观性的过程。是为克氏

一个重要的物理学发现，人们不是从 这篇论文无可置疑的功绩。

主体/主观性公理出发便可以获得质 为被克氏批评的作者充当律师

疑这个发现的权力，而是异地易人严 不是也不可能是本文的目的。本文

格重复这个发现所必需的实验。所 意欲证明的也不是民族志者的文化

幸的是，自"主体"和"主观性"观念被 背景和主观性不可能干扰他对异文

西人创造出以来，它们从未锁住自然 化的认识，而是试图证明，通过依据

科学和社会科学前进的脚步。 当代人类学方法论严格训练和深入

最后，毋庸置疑 9 笔者赞赏克利 持久的田野工作，这且因素的干扰

福德针对 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的某 能够被排除。作为中国汉人民族志

岛民族志呈现出的问题的批评。① 者，根据在非西方文化背景下从事

① 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他根源，笔者将另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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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

陈庆德郑宇

摘 要:以"真实"为标识的传统民族志建立在认识对象符合现实对象

的预设之上。由民族志文本中存在的素材与文本相混淆的问题，以及

"我"和"他"的叙事视角与聚焦、主位和客位、我性和他性等的分析，则深

刻展现了叙事人必然对对象进行重构的本质特征。由此，在整体性关联

中，揭示了社会无非是一系列叙事的存在，是实践中的话语使之得以表述

并成为可能。理论的真正价值，或许正在于由持续的自我批判而带来的

反思性。

以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真实"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文本形成之前的收

集素材的方法和技巧，以及怎样有效地进入并融入当地社区、如何保持心

态、如何进行有效访谈、如何制作调查表等，即更多的是对于保证收集原始

资料"真实性"的方法的关注。这些关注大都局限在民族志作者调查方法本

主要作者简介 2

陈庆德(1953一 ) ，男，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身的研究?局限在如何保证最大程度获取现实对象押的问题上?而没有意

到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的转化问题。民族志的这种倾向从一开始就

着很大的漏洞和缺陷 9 因为它遮蔽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时真实押的一个重

要方面。

民族志真实与否的问题实质上也涉及认识论的"真实押问题 9 即人的认

如何达到真实押的问题。海德格尔曾对传统真理观提出过批评 9 因为 9 传

统真理观认为μ真理是物和知的符合……命题的不真被说成是与事物不符 9

事物的不真则是与其本质不符押。如果把民族志文本定义为民族志作者认

识对象的结晶 p 即认识对象经过主体语言的外化和现实化的结果?那么 9 文

本就是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后对认识对象的总结。在此意义上?现实可感

的民族志文本实际涵盖了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外化形成的整个过程。这

就表明?民族志文本的真实与否只能以文本中所记述的内容为基础 9 通过已

有的认识与逻辑加以判断 9 而作为判断基础的内容只能来源于民族志文本

本身。因此 9考察民族志文本本身 9 在几个"真实押的最后一个断面上作考

察 9再向上回溯到追问认识对象的形成就在理论上具各了可能性。这样 9 文

本在此成为一个可操作的基本的现实实在基点 9 从而避免了切入点的混乱

和纯粹理论上的无限推演。当然，这首先需要确证人的认识能力 9 确证通过

认识 9 我们能尽可能接近现实对象。

在叙事学中?文本被看作一个相对拙立自主的完整结构。就民族志

的分析而言 9 可以先把叙事性的民族志文本假定为独立存在的个体 9 把它

从与民族志作者及其相关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悬搁 9 使文本自身得以"还

原丹、显现 9这样一来，文本就有可能获得一个更为客观的位置。相应地 9

文本的"真实押问题就成了民族志"真实押问题的切入点。由此出发 9 民族

志的素材与文本、叙事手段与叙事行为 9 以及认识对象如何转变为现实文

本的方式、途径等问题就会突显出来 9 从而开启民族志"真实"探问的新

角度。

民族志可以从素材和文本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素材(是民族志

作者所看到或听到的在自然时间内发生的事件组合 9 从逻辑上看 9 常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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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甚至混乱的。其材料(成分)包括事件、行为者、时间与地点等，而"文本"

C text)指的是经过叙述行为后呈现在作品中的事件组合，是由语言符号组成

的一个有限的、有结构的整体。当然，这一有限整体并不意味着文本自身是

有限的，因为其意义、效果、功能与背景并不是有限的。也可以说，素材即是

未经人的逻辑整理的现实原料，与之相对，文本则是人的认识对象外化的结

晶体。从逻辑上讲，读者首先看到甚至也只能看到的是符号化的民族志文

本而非素材本身，而读者希望得到的素材则要从经叙事者重新意义化后的

文本中获取。这种分清素材与文本的做法就可以使我们获得一个新的角度

来关注民族志的真实问题。

事实上，在一些经典的民族志中，用西方逻辑使当地事实重新有序化、

重塑土著文化及其逻辑，重新解释和创造土著人的文化，从而创造了"倒置

的民族志"的情况是常见的。他们把自己收集的原始素材和经过自己的逻

辑理性重新构建的文本完全等同，把作者对事件的认识想当然地视为当地

人(文本中的众多其他叙事者)的认识，从而用自己的特殊认识对象结果置

换了当地人的认识。因此，传统民族志作者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特殊叙

事者的局限，他们对"真实"进行了过度的重建。应该看到，尽管今天的大

多数民族志的写作方式仍然存在把权威叙事者身份的获得和拥有视为理

所当然的情况，但同样也有许多人类学家开始注意到了叙事者与作者区

分的意义。

格尔兹 CC. Geertz) 重视对阐释者即上文所说的作为作者身份出现的

叙事者的研究。认为人类学者的解释只能到达(真实事象的)近似值。因

此，人类学学者对文本的建构是包含了科学想象力、作者本人的文化、意识

形态的综合体。作者作为第三参与者在文本中嵌入了自己语言中的无意识

结构、术语、行为等中介体。阐释人类学区别了素材和文本的不同，承认了

叙事行为、叙事者的存在 9 承认了叙事者、叙事过程对于文本的重要影响。

但是，缺憾在于，他们区分了作者和叙事者，但又把作为作者身份出现的这

一特殊叙事者提高到了空前的地位加以强调，把整个文本的形成及其意义

归结到此叙事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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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有一个"外在"现实的基点上，人们看待民族志文本的普遍

态度是不仅想了解它所要叙述的事实，而且想了解它讲述的事实是否真实;

力图掌握它如此这般叙述的凭据，审视它是说真话还是打证语;是材料丰

富，还是毫无价值;是确凿无误，还是已被篡改。然而，上述对"真实"与

叙事视角或聚焦、主位一客位、我性 他性等关联的分析，却把我们引向

对作为实践的话语的关注;去揭示那些使得一种特定的话语成为可能

的基本条件，或者说，去揭示在特定话语内部所有那些可说事物的可能

性条件。

关键词:民族志文本真实叙事话语

宅楼苦?

吧H"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H手术刀m

的收集素材的方法和技巧，以及怎

一、"真实"的遮蔽与 样有效地进入并融入当地社区、如

展现民族志 何保持心态、如何进行有效访谈、如

何制作调查表等，即更多的是对于

一般都被人们作为了解当地 保证收集原始资料"真实性押的方法

"真实"情况的文本而阅读和研究。 的关注。这些关注大都局限在民族

这此文本的真实与否是基于如下被 志作者调查方法本身的研究，局限

悬搁的假定之上的，即"结构对应关 在如何保证最大程度获取H现实对

系存在于叙述的素材与 6真实 9 的素 象"的问题上，而没有意识到从现实

材之间，也就是存在于人们的行为 对象到认识对象的转化问题。民族

与行为者在被杜撰出的素材中的行 志的这种顿向从一开始就有着很深

为之间，人们的经历与行为者的经 的漏洞和缺陷，因为它遮蔽了自己

历之间"(巳尔， 2003: 209--210); 赖以生存的 H真实"的一个重要

即叙述是人类的一种(对事件的)特 方面。

有模仿行为，而且这样的模仿能够 民族志真实与否的问题实质上

最大程度地还原事实本身。作为民 也涉及认识论的"真实"问题，即人

族志，还有另外两个作为支撑的理 的认识如何达到"真实"的问题。海

论基点:一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 德格尔曾对传统真理现提出过批

学学者使用科学、严谨的调查手段 9 评，因为传统真理观认为"真理是物

在一个地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调 和知的符合…...命题的不真被说成

查，并按照一定的学术规范写成了 是与事物不符，事物的不真则是与

民族志，所以权威、可靠;二是部分 其本质不符"。这样一来 9 真理问题

能够表达整体的理论预设9 即对于 就演变成了正确性的问题，于是"正

有文化代表性的某此社区的"蛐样丹 确性垄断了真理论"(陈嘉映， 1995: 

调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基本反映相 177--178) 。恩格斯更早时就曾指

关民族整个文化的主要特征。 出"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

以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真实" 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

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文本形成之前 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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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 的本质也就是对"认识对象"符合

件地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 "现实对象"、"概念"符合"它的现

是它自己的概念。"(恩格斯， 1974: 实"的极力追求，而不管这种符合是

408)认识已经"包括并预先假定了 否能够实现。

表现" , (卡西尔， 1985: 59) ，所以， 事实上，人类学界对此问题也

事物并不等于或重合于指陈它的命 已有所警惕并作出了一定的反思。

题(或者说描述、概念) ，即现实对象 阐释人类学就曾对这类符合"真实"

并不等于我们所认识的对象。如果 问题有所顾忌。格尔兹(1999: 17一

把真理问题转化为正确性问题，真 18)认为好的叙述和差的叙述的差

理的符合论就遮蔽了二者之间存在 别在于"浅描"和"深描"，即在于我

差异的事实。符合论表面上连接了 们对当地文化理解和解释的深度。

现实对象和人们的认识，却在事实 这可以看作他对民族志写作的"真

上遮蔽了"真实"的层次性存在"真 实"标准的一种规定。这样的努力

实"被偷换成了某种暧昧的"真实" 意味着格尔兹在为以阐释者、叙事

之间的关系。正是'"关系'不会是 者为中心的深描理论寻找依据，但

实在的，因为关系涉及的不是一件 把文化作为集体文本加以个人化的

而是两件事物"(罗素， 1976: 279) , "过度解释"的危险却依然存在。深

所以可以还原"真实"的本质含义， 描理论虽然涉及文本的写作，但其

即确认"真实"为一个事物是它本身 根本注重的是人类学学者自身文化

的呈现，而非两个事物之间的符合 对文本的影响，更多的是从人类学

关系。由此，就可以有现实对象的 学者自身的行为出发来质疑和研

"真实"，也有认识对象的"真实"甚 究，对文本自身的"真实"问题仍论

至还有语言叙述的"真实"。符合论 文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不够

把这且不同质的"真实"混淆在人们 重视。

的认识中，最终成为一个笼统而含 20 世纪 80 年代，对人类学"真

1昆的"真实"符合关系。在符合论真 实性"质疑的大论争(周1~L， 黄剑波，

理观的影响下，传统民族志的"客观 2003) ，涉及了从人类学的认识论基

观察、客观记录和客观描述异文化" 础到文化写作方式的具体方面，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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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整个人类学学科的科学性基础， 可能接近现实对象。注重文本研究

认为人类学研究和"真实"之间存在 的叙述学 (narratology) "是关于叙

巨大距离。虽然这些论争并没有一 述、叙述文本、形象、事象、事件以及

劳永逸地解决民族志的"真实"问 ‘讲述故事'的文化产品的理论"(巳

题，但它至少提醒人们应当关注人 尔， 2003: 1) 。在叙事学中，文本被

类学所能达到之真实的有限性 看作一个相对独立自主的完整结

问题。 构。就民族志的分析而言，可以先

如果把民族志文本定义为民族 把叙事性的民族志文本假定为独立

志作者认识对象的结晶，即认识对 存在的个体，把它从与民族志作者

象经过主体语言的外化和现实化的 及其相关文化的背景中进行悬搁，

结果，那么，文本就是认识主体在认 使文本自身得以"还原"、显现，这样

识过程后对认识对象的总结。在此 一来，文本就有可能获得一个更为

意义上，现实可感的民族志文本实 客观的位置。相应地，文本的"真

际涵盖了从现实对象到认识对象外 实"问题就成了民族志"真实"问题

化形成的整个过程。这就表明，民 的切人点。由此出发，民族志的素

族志文本的真实与否只能以文本中 材与文本、叙事手段与叙事行为，以

所记述的内容为基础，通过已有的 及认识对象如何转变为现实文本的

认识与逻辑加以判断，而作为判断 方式、途径等问题就会突显出来，从

基础的内容只能来源于民族志文本 而开启民族志"真实"探问的新

本身。因此，考察民族志文本本身， 角度。

在几个"真实"的最后一个断面上作

考察，再向上回溯到追问认识对象 二、文本与素材混同中的

的形成就在理论上具备了可能性。 "真实"

这样，文本在此成为一个可操作的

基本的现实实在基点，从而避免了 民族志可以从素材和文本两个

切人点的混乱和纯粹理论上的元限 层面加以理解。素材(fabula)是民

推演。当然，这首先需要确证人的 族志作者所看到或听到的在自然时

认识能力，确证通过认识我们能尽 间内发生的事件组合，从逻辑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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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是零碎甚至、混乱的。其材料 是一种"假设的真实"，因为文本自

(成分)包括事件、行为者、时间与地 有其必须遵循的不同于事件本身逻

点等。而"文本"(text) 指的是经过 辑的叙事逻辑。素材的真实，即"最

叙述行为后呈现在作品中的事件组 真实的民族志材料''''不是由文化秩

合，是由语言符号组成的一个有限 序的事实构成的，而是由人们主观

的、有结构的整体。当然，这一有限 地对待秩序的方式构成的·…..气萨

整体并不意味着文本自身是有限 林斯， 2002: 103)因此，这里无法避

的，因为其意义、效果、功能与背景 免地存在第一于资料与转化为职业

并不是有限的。也可以说，素材即 标准文本之间的不协调性。这意味

是未经人的逻辑整理的现实原料， 着绝对完整准确的文化表述只是一

与之相对，文本则是人的认识对象 种理想状态;还意味着对从素材到

外化的结晶体。从逻辑上讲，读者 文本所必须经过的"叙事人"的加工

首先看到甚至也只能看到的是符号 整理的忽略。

化的民族志文本而非素材本身，而 "叙事人"这一概念的提出，将

读者希望得到的素材则要从经叙事 使区分素材和文本的意义更加明

者重新意义化后的文本中获取。这 显。文本的叙事人和文本的作者是

种分清素材与文本的做法就可以使 存在差异的。叙事人指的是语言符

我们获得一个新的角度来关注民族 号和叙事行为的掌控者。叙事人是

志的真实问题。 在文本层次上说的，而作者则处于

文本和素材之间，只存在某种 素材层次。作者只是作为一个素材

结构上的类似关系，而非一一对应。 的收集者的意义存在，在文本中他

二者的差异从本质上看类似于现实 常常要委托叙事人来叙事。作者只

对象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差异。在透 可能有一个(或综合的一个) ，但民

过文本获得素材的过程中，人们同 族志文本中的叙事人却是复杂多样

样是根据文本中的信息和人类的 的，在文本中呈现为元数的"他"(如

"事件逻辑"结合来推断文本中素材 使用直接引语时) ，而作为叙事者的

的逻辑关系，在逻辑推断后进而相 "我"也只是无数的叙事者中的一

信调查报告和民族志的"真实"。这 个。叙事者是话语的掌控者，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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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己的逻辑和话语才是他希望表 中，用西方逻辑使当地事实重新有

达的"真实"内容。要达到"真实"叙 序化、重塑土著文化及其逻辑，重新

事，让叙事人按照自己的习惯方式 解释和创造土著人的文化，从而创

说话就是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要 造了"倒置的民族志"的情况是常见

求，但传统民族志已经"习惯"于把 的。尽管马林诺夫斯基"公开主张

作者直接引人文本，赋予以作者名 吁|出土著人观点'的目的，但他依

义出现的"我"以特殊权力"我"成为 然允许文化的置换或翻译模糊或掩

掌控其他叙事人的一个全知全能的 盖土著文化体系的独特逻辑。他的

特殊叙事者(因而常常以无所不知 工作程序是在作者自身文化的意向

的"上帝"身份来驱使叙事者)。因 中，过度地解释和重新重造了土著

为理所当然地，作者或者"我"的更 人的文化，其结果是把描述的文化

重要的功能是不言自明地组织整个 归于西方的文化逻辑之中，而不是

文本，选择其他叙事者，连接所有事 捍卫保护被描述者的文化逻辑"(陈

件。其结果是，以民族志作者身份 庆德， 2001a: 61) 。他们把自己收

出现的"我"把自己从文本中的一个 集的原始素材和经过自己的逻辑理

特殊性存在提升为普遍性的存在， 性重新构建的文本完全等同，把作

从而实际掩盖了其他叙事者的存 者对事件的认识想当然地视为当地

在，掌控了他们的话语权力，进而实 人(文本中的众多其他叙事者)的认

现对文本的逻辑和叙述的完全掌 识，从而用自己的特殊认识对象结

控。他可以随意选择所需素材，可 果置换了当地人的认识。因此，传

以自由进出于文本中，可以随意对 统民族志作者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

文本中的事件进行评价和总结。这 特殊叙事者的局限，他们对"真实"

就使民族志作者有可能滥用自己独 进行了过度的重建。应该看到，尽

特叙事者的身份，也就有可能带来相 管今天的大多数民族志的写作方式

应的素材和文本之间的混乱。明确 仍然存在把权威叙事者身份的获得

区分作者和叙事者至少可以减轻这 和拥有视为理所当然的情况，但同

种滥用，或者对这种滥用保持警惕。 样也有许多人类学家开始注意到了

事实上，在一些经典的民族志 叙事者与作者区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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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兹重视对阐释者即上文所 深刻的原因，这且将本应区分的范

说的作为作者身份出现的叙事者的 畴?昆同的民族志作者"声称只有本

研究。格尔兹(1999: 446)把传统民 人才掌握第一手资料(作者权威和

族志作者的任务一一"他观察，他记 文本现实表象的原因)"，这样的描

录，他分析"的总结重新阐释和提升 述、展示异文化生活方式的整体图

为"他写"，认为人类学者的解释只 景是"特殊的、从文学上看相当狭隘

能到达(真实事象的)近似值。 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乃是塑

…人类学著述是小说;说它们是 造人类学中那种支配性的历史叙述

小说，意思是说它们是 6虚构的事 的母题(motif) 的副产品"(马尔库

情'‘制造出来的东西' 即 6 小 斯，费彻尔， 1998: 45) 。因为这样

说'的原义 并非说它们是假的、 的民族志"使民族志作者保留对解

不真实的或仅仅是个‘想象乡的思想 说的控制并使之不受任何挑战，它

实验"(同上)。因此，人类学学者对 们传递的是一种远距离的文化经验

文本的建构是包含了科学想象力、 表述"(同上: 84) 。也就是说，坚持

作者本人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综合 现实主义本体论的反映说，坚持素材

体。作者作为第三参与者在文本中 和文本的"真实"的同一性似乎是有

嵌入了自己语言中的元意识结构、 意为之的:因为这和学术中某些支

术语、行为等中介体。阐释人类学 配性权力有着深刻的关系一一因为

区别了素材和文本的不同，承认了 特殊素材的获得和相应的写作方式

叙事行为、叙事者的存在，承认了叙 意味着权力的支配，这样的写作态度

事者、叙事过程对于文本的重要影 和方式本身成了权威话语的现实载

响。但是，缺憾在于，他们区分了作 体和方式。这也意味着这种写作方

者和叙事者，但又把作为作者身份 式的改变是个艰难和长期的过程。

出现的这一特殊叙事者提高到了空

前的地位加以强调，把整个文本的 二、视角和聚焦所揭爪的

形成及其意义归结到此叙事者身 "真实"

上。在马尔库斯等人看来，素材与

文本、作者与叙事者的澳同还有更 注意到素材与文本的区别，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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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者和作者的差异性就意味着必须 用全知视角，这时的聚焦方式为外

对民族志写作的视角和聚焦加以重 在聚焦，作者通常表现为外在于文

视。叙事视角 (narrative perspective) 本的叙事者(作为作者身份出现的

或者说视点 (point of view)是民族 隐藏的"我勺，他清楚所有事件的前

志写作的重要理论基石(以下称视 因后果，清楚文本中每一个人物的

角)。叙事视角指的是叙事者组织 全部，甚至包括其心理、情感。陈桂

安排故事的角度，即选择何种观察 操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使

点看事情的方式(罗钢， 1994) 。一 用的就是没有"我"出现的全知视

定的角度也就是"谁"站在什么"位 角。这样的文本的基本构架是:

置押来讲述。与之紧密相关的重要
(我叙述: [我认为: (我听说的

概念是"聚焦"，"把所呈现出来的诸

成分与视觉(通过这一视觉这且成
这件事情是…... ) J} 

分被呈现出来)之间的关系称为聚 作者是文本的唯一权威实在的

焦(focalization)" ，它是"视觉(即观 叙事者。而限制视角则常表现为民

察的人)和被看对象之间的联系" 族志作者在文本中主动暴露自己的

(巴尔， 2003: 168-172) 。二者的 身份，常使用第一人称"我"。"我"

不同在于，聚焦属于"语言文本与素 不在场的时候，则以文本中的某一

材之间的层次飞而视角则属于文本 个人物为叙事者(通常使用第一人

层次。视角是关于文本"谁在叙 称H他勺，以他的视角和口吻来叙述

述"，即谁在运用语言的问题，而聚 和描述事件。使用第一人称叙事

焦则是文本中具体的"谁在看""谁 时，又可以分为目击者(边缘性观察

在感受"事件的问题。对于同一事 事件)和主人公(亲自参与事件)叙

件的不同叙事视角和聚焦显示着不 事;使用文本中的其他人物叙事，则

同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和价值观，凸 直接通过他来叙述他所参与或者观

显着各自相应的文化特征，因而对 察的事件。在限制视角的文本中，

民族志文本的视角和聚焦进行研究 很少有自始至终一直使用同一人物

就是必要的。 叙事和聚焦，一般是以"我"为主导，

在传统民族志文本中，常常使 变换人物进行。这样叙述的好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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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个人物行为者)的限制视角

来构建文本的。他的基本模式是:

见证事件的开端 9 用问我"或创业 f门 9

绍某个故事发生的基本情况

(时间、地点、行为者、事件起因h

时的视角是受到限制的。之后 9 作

为作者的"我"就在文本中暂

失 9转而用第三人称"1t且押 H他们何来

叙述 9 这时的视角是全知的。在叙

述中需要的时候"我押和"我们何又常

常随意地加入进来。下面是该文本

中有关造船过程一节的叙事脉络:

"现在到了施工的第二阶

段……川我们现在要想象……阿"当

拉木舟的主体和所有部件都已准备

停当后……川在这里珍我不打算叙

述巫术的程序啕只有一个最重要的

巫术例外号因为即使对它们作最简

妇

wayugo 堂吃

重要性 9现

将有关咒语的内容全文引出……押

(马林诺夫斯基， 20曰: 120-1 

对文本

的操纵过程oH我押采用全知、限制

视角交叉，使用内在、夕1、在聚焦交叉

的方式去观察和描述事件。一般在

一段叙事结束或者直接在叙事过程

中插入评论 9做出总结和评论，从而

直接暴露其观察者、研究者的性质。

"我川我们m暗示了叙事人、聚焦者

的亲自在场:叙述u亲眼押所见的环

境、亲耳听到的当地人的话语、亲身

的一些感受。这时的视角和聚焦是

受到限制的 9 叙事人不能感知他人

的内心，不能随意转换叙述内容。

然后，该文本的叙事又常常经意不

经意地转入全知全能的视角、夕|、在

式的聚焦来自由选取所需要的素材

构建文本句叙事者甚至自由、

进行评述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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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叙事人出色地运用了视角和聚 断。因此 9 对当地文化的认识本质

焦的交叉 9 这是《西太平洋的航海 t是作者一个人的认识。其结果

者》产生如此强烈"真实感"的重要 是 9对u真实"的判断只能依靠作者

原因 9这也是该文本超出那且只使 叙事者一个人的"诚实"。去掉其中

用全知全能视角的民族志文本的原 专业的评论和总结，它们和一般的

因。可见号视角运用的好坏直接影 有关异文化的虚构小说其实没有多

晌文本的可靠性和"真实押的程度 9 大区别。我们可以对文本中的且真

但很清楚的是 9 由于只是自发地无 实何提出:且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意识地使用交叉方式，也造成了 μ你知道的东西怎样能让我相信是

"我"和文本隐藏的外在的作者叙事 真的''''什么是你的‘真?的标准"等

者是同一不分的，所以 μ我"可以不 问题。

断地在文本和素材之间随意往来以 不同的视角可以揭示同一事件

组织文本。"我押的凌驾地位依然是 的不同方面，转换视角可以更多了

明显的。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以前 解同一事件的更多方面，得出相对

的民族志中存在的重塑μ他们"文化 全面一且的结论，从而更可能接近

的危险 9 而这样的危险正是由其写 事实和真相。一定的视角体现着叙

作方式带来的。 事者希望读者看到什么，或者希望

绝大多数u现实主义民族志"至 他的表述取得何种效果的主观意

今仍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 图。全知全能看假客观的叙事方

性，使用的大多仍是全知全能的视 式 9事实上剥夺了不祠的聚焦者、叙

角、外在式聚焦。事件表面上似乎 事者对事件看法的多样性，从而捏

在客现地进行着自我讲述，但全知 事件固定为作者叙事者·个人的

全能的视角揭示了隐藏的权威的 看法。

"我"的存在。一般情况下 9 民族志 刻意回避叙事者、聚焦者以期

文本叙述的"真实"情况，读者无法 达到"客观"叙述，往往是无效的 9甚

亲自去证实(一些已甚至已经从此消 至还是具有欺骗性的。如《圣经》学

失，不可重复) ，甚至没有办法和标 者苏珊@尼迪西在论述《圣经. I日

准对文本中素材的真实程度进行判 约全书@民数i己》日才1'E"强奸"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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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文本对不同的叙 (我叙述儿最终的认识和判断也由

叙事者作出(我认为)。所不同的

视角工三芸芸佳时1/'羊和 a 辑山了耐 走位各位中"我"需要伪装成某个具

也飞设想从削他"的视角

做出 (哈里斯 9 66我押这里重新聚焦、重现事件9 因

此 9事件的真正聚焦者仍是隐藏

观

1988: 16-17)论断的质疑。因为研

究者与其不同对象的日常生活、知

识体系和意义世界存在着极大差

异， H而这一差异，研究者无论是

位的投入理解 9 还是客位的冷静分

丹和

规定了"主位附和"客位"的区分在本

质上

实都是"

押和"客位押其" 

"一→9 

"而位从属于 ι主位999析气或许都极难克服或沟通?甚至都 关系 9

极难予以些许消减"(高琴， 2(01) 。

由于副理解本身无法客观化?

就不可能提供任何客观

的岗质变形。这决

题?是有意换

唾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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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视角角度以期获取更"真实押的资 1989: 119-127) 的类的意义而存

料，是文本形成前调查者的态度和 在，也就是说9 文本中"他"的存在意

地位的问题。区分只是为达到"客 义在于"他押在"他们"的文化中的独

观"效果而进行的表面、浅层的视角 特性，即作为一个特殊行动者的

转移，而不同于真正的重视其他叙 叫缸'能揭示"他们"文化的某种一般

事人、重视视角和聚焦问题。这一 性特征。确实，和单个个人的行动

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是方法的问 比较，把"他"作为行动元 9 作为"类"

题，首要的是对民族志叙述中"我 的人物来叙述显然更具备其文化的

性"和"他性"加以辨别和认识。 普遍特征。这样的文本中的作为角

上述公式说明了"主位"和"客 色的人物本身是泊隐的，南非现实

位"正是以明确区别并强调"我"和 的单个个体性质的真实存在，所以，

"他"的差异和不同为前提，是"我" 传统民族志文本中的"他"其实是

和"他"的基本对立的划分。这样的 "他们"。

对立有着深刻的来源。传统民族志 与其他叙事文本中关于"他们"

关注的显然不是单个的个人，而是 的类的概念进行对比，可以说明传

对于"他"的整体背景文化的注视。 统民族志文本中的类的独特意义。

"我们这里需要研究的是模式化的 一般的叙事文本?特别是文学类的

思想和情感方式，作为社会学家，我 叙事文本通常明确宣示通过H他们"

们对某甲或某乙在个人经历中的个 来揭示"我们"的类的特征 9 即以整

人感受不感兴趣→一我们感兴趣的 个人类的特征为目的和任务。这样

是他们作为社区成员的感想。"(马 的"我们"事实上比传统民族志中的

林洛夫斯基， 2002: 17) 即使马林诺 H我们"要宽泛。马林诺夫斯基

夫斯基强调对当地人的个别的心 (2002: 19) 曾经对民族调查与研究

理、情感进行参与性的体验，也只是 的目的进行解释一一一这也可以看作

为了寻求他们的整体心理、情感规 他对于民族志写作目的的解释"或

则，而非真正要去体验当地人个人 许通过认识遥远而陌生的人性，我

的经历、情感和心理世界。文本中 们会看清我们自己。在而且仅在这

的"他"作为"行动元" (张寅德 9 个意义上，我们才会在情感上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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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比 9

。也就是说叫他们"是手段"我们

中从观察

是比较狭小的。"我们何只是种族或

者文化中意义上的问我们押。从这

样的研究目的出发 ?66我的和他们月

比较研究方法只能扩

大双方的差异 9 以确认H我们押的文

9却无助于真正理解和发展他们

?无助于理解人的整个类的

文化。这样的比较方法本身也和人

类学探求人的类本盾的基本精神相

违背。在此意义上，立足于整个人

类总体视角的时我们"应该修正和代

替H我们和他们押的视角界定 9 即把

"民族学对 6 另一个?和 6 另一处步的

探寻和研究 9 最终归结到了对人的

类整体的全面理解上" (陈庆德，

2001b: 。只有对"我们"性质的

重新认识 9 才可能使民族志作者重

新设置叙事人"我押在文本中

西

程的真实。 的程度受到叙事

叙事

?反之?

中素材和文本的关系、叙事和聚

的相关问题进行了

现 9获得较客观的素材，即"口 LLλ"

了民族志写作的第一步。

作为民族志作者?在深刻认识、理解

和把握其书写对象的素材后 9 第二

步则需要严肃地考虑"我押作为叙事

者和聚焦者的自我定位及文本的叙

事方式，考虑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传

达更多的真实信息 9 即"如何写押的

问题。这表明了从仅仅限于本体论

意味的内容方面的关注到认识论

的、语言观的"如何"言说的转变。

西方的当代实验民族志和中国

的一些学者在实践上已经对传统民

族志文本传统提出挑战。他们围绕

叙事人、视角、聚焦对新的多种叙事

?这样的探索无疑

/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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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助于民族学自身的发展。当 般叙述的凭据，审视它是说真话还

然 9在探索新的叙事方式时，首要的 是打证i苦;是材料丰富还是毫元价

是要认识和处理作者与叙事人的关 值;是确凿兀误还是已被篡改。然

系。叙事人只有在从狭隘的"我们押 而 9 上述对"真实"与叙事视角或聚

扩展到人类本质的定位基点上，在 焦、主位…一客{立、我性他性等关

认清寻找H我押与他文化的差异不是 联的分析，却把我们引向对作为实

目的而是于段的基础上，寻找最大 践的话语的关注;去揭示那也使得

程度接近"真实"的叙事方式才有可 一种特定的话语成为可能的基本

能。因为正是叙事人认识主体、叙 条件 9 或者说，去揭示在特定话语

事主体的基本定位根本决定了视 内部所有那且可说事物的可能性

角、聚焦的性质，决定了叙事文本的 条件。

"真实"程度。要从质上改变决定文 正是这一基本转向，使我们得

本真实性的视角和聚焦 9 只有从改 以把所有的民族志文本放置进话语

变叙事人的性质开始。当然，这样 事件的领域。 问话语导致某且概念

改变并不意味着叙事人、叙事方式 的组织、对象的聚合、陈述类型的出

的探索拥有了无限的随意性。民族 现，它们又根据自身的一致性、严密

志文本从素材到文本的根本限定 9 性和稳定性的程度构成一且主题或

使"真实"只能在"我性押与"他性"之 理论。飞福柯， 1998: 78一79)正是依

间寻找。 凭于民族志叙事的传播系统，实现

了民族学概念隐秘的传播过程。然

四、文本叙事与话语 而号当我们的关注点不再是那曲丰

实践的反思 富的隐藏或暴露于话语中的思想、

形象、主题、成见 ...e..... 而是以一定规

长期以来 9 在有一个"外在押现 贝。而实践的话语本身时，也就摆脱

实的基点上甸人们看待民族志文本 了"真)伪"之辨的羁绊 9 看到一个

的普遍态度是不仅想了解它所要 叙事或一项陈述 9 不过是穿越由各

叙述的事实，而且想了解它讲述的 种结构以及可能的整体所组成的领

事实是否真实;力图掌握它如此这 域。它为民族志文本的理解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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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任务"就是要在陈述事件的 的经常方式。更值得强调的是"问

平庸性和特殊性中把握住陈述(的 题不在于追究话语是怎样和为什么

涵义) ;确定它的存在条件，尽可能 能够出现，并在时间的这一点上形

准确地确定它的极限，建立它与其 成;它始终是历史的一一历史的片

他可能与它发生关联的陈述的对应 断、在历史之中的一致性和不连续

关系，指出什么是它排斥的其他陈 性，它提出自己的界限、断裂、转换、

述形式。"(同上: 33) 它的时间性的特殊方式等问题，而

当福柯把话语称为"陈述的整 不是在时间的同谋关系中它突然出

体"时，指明了话语的形成关联到 现的问题。"(同上: 149) 

"对象的形成，主体位置的形成，概 福柯有关话语分析理论的启发

念的形成，策略的形成"等方面(同 性意义，不仅在于它揭示了无论是

上: 148-149) 。这使我们清晰地看 所谓事实的描述还是理论演绎，都

到，一个明确的话语只能是它没有 仅仅是作为一种叙事而存在的，都

说出的东西的被迫出场;而这个没 是在与其他叙事方式和类型的密切

有说出的东西又是从内部销蚀所有 关联中存在的，而且在于它倡导人

己说出的东西的空洞。因此，说出 们把社会生活视为一系列文本的存

的东西永远不是全部066在陈述表 在。这样，所有既存的事物都只不

露的条件中，一直存在着排斥、限制 过是各种建立在其他拟象基础上的

或者缺陷，它们分割着陈述的参照 对现实的拟象，因此，它们也都能够

系，赋予方式的唯一体系以有效性， 并需要加以解构。这为我们提供了

限定和封闭并存的群，拒绝某些使 一个新的认识基点"现实只能以解

用的形式。"(同上: 141)正是这些因 释或叙事的方式被感知"(瑞泽尔，

素的整体性关联，使得即使在学科 2003: 287) 。这一新的认识基点使

框架中所形成的话语，也从来就不 我们学会了与那些不但尚未被解

是共同的话语，任何话语的确定，不 释，而且无法解释的事件或行为共

仅关联到话语内部的分类及其外部 存;再一次学会去尊重模糊性，去关

的其他话语，而且涉及与适应、利益 心人类的感情，去欣赏各种不同目

和欲望的非话语实践范围建立关联 的的和目的性淡化或少功利色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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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在最直观的层面上号这一转 答案的获取来谋求新的话语霸权9

向带来了支点的丧失和不确定性的 而是在对各种叙事或理论观点内在

增长;甚至在肤浅的层面上， ι被理 差异的探求中提出新的问题，以此

解为对真理和事实的拒斥。但是， 来寻求不同叙事或理论之间的共存

这一新的认识基点的实质，正是直 竞争;如果承认，理论研究的精髓是

面了一个任何人都元法回避的基本 对未知领域的探询，而非对已知事

事实:任何一种单一的因果关联甚 物或自以为是的洋洋自得，那么，理

至任何一种解释或叙事都无力承载 论研究在根本上就是一个无休止的

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理论研究 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对人类学民族

过程的精髓和目标也由此而明朗化 学而言，它的基本任务并非是去构

了:如果我们承认，思想产生的机制 建各种叙事予更不能以为，只要把自

是在人们趋于相信自己拥有正确的 己限制在各种地方性或微型叙事中

或唯一的理论和答案时遭遇消解和 就能截获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破坏，那么 e理论过程只有通过持续 恰恰只有在对不同叙事的理论预设

不断地产生新思想和新观点才能获 的追问中 9 才能获得和保持自己的

得活力;既然每一个叙事都包含着 生命力和新鲜感。理论过程的真正

显露与隐藏 9都安置着中心与悬搁， 价值，或许正在于由持续的自我批

那么，我们所面对的不过是各有缺 判而带来的反思性。

陷而纵横交错的体系 9 理论研究的

目标并非是在这路差异和间隙中寻 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于《社会学

求替代和转换，并非是以某种确定 研究))， 2006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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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兹

胡鸿保张丽梅

摘 要:译自英语 ethnography 的中文"民族志"一词，既可以用来指

称一种与异文化田野调查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方法，也可指称用以表述由

此获致之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不过，在人类学发展史的不同时

期，民族志的内涵在侧重点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外延亦有不同。

早期人类学家中，绝大多数都是对别人收集记录的、信度无从保证的二

手资料予以选择性地利用，在跨文化比较基础上构建其普遍性理论。民族

志，依然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非西方原始社会的特定文本形式存在，而与独特

的研究方法关联不大。然而，变革的信号却已经发出。其最典型的做法是

让(人类学者)在某个社区或 400-500 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

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在此社区或社群中，研究者能够对当地的所

有人有所认识，能够研究对当地生活习俗具体的体察，能够用当地话来进行

主要作者简介:

胡鸿保(1948- ).男，上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兹

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象。马林诺夫斯基因缘际会之下在梅鲁岛和特罗布

里恩德群岛逗留的两年多时间中，与土著人一起生活，沿着里弗斯所指引的

方向发展了现代民族志田野工作体系，在人类学界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

革命。以 1922 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出版为标志，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和

学术范式的现代民族志隆重登场。民族志研究不仅要记录所见、所闻，还必

须对其功能进行分析，进而构建一门"文化科学气这样，马林诺夫斯基将民

族志、田野作业和理论统一了起来，彻底改变了以往资料收集和理论分析、

实地调查和书斋工作相分离的状况，民族志也因此真正具各了作为独特研

究方法和独特文本形式的双重特性。此后，大量人类学者因袭这种民族志

方法研究非西方的部落社会，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可是，在马林诺夫斯基

去世 25 年后，其田野日记被公开出版。这部《日记》把马林诺夫斯基在民族

志著作中从未提及的苦闷与厌倦、对土著的反感情绪等推向了前台。通过

公开著述为科学的文化描述确立规范的泰斗，私下里却面临着人格统一和

理论整合两方面的困境。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使得田野作业的客观性、真

实性以及人类学者的职业道德和形象成为亟待反思的问题，民族志的合法

性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随着一系列实验民族志的现世，人类学学科迎

来了一个自觉反思的时代。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民族志方法与文本遭到了来

自多方面的批评性审视。

马林诺夫斯基相信，学会土著语言，在土著中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参与观

察和深度体验，在此基础上写就的民族志可以真实地反映土著文化的本真

面貌，从而迈向"文化科学"的宏伟目标。格尔兹毫不留情地打破了这一科

学理性幻象。格尔兹认为，通行的理解，即技术以及公认的程序(建立关系、

选择调查合作人、做笔录、记日记，等等)不足以定义说它;唯有"深描"，才是

人类学家应该孜孜以求的事业。格尔兹以"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和"地

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为武器，从方法和文本形式两方面反对马林诺

夫斯基式的科学、整体民族志。格尔兹强调的是"文学性"和"风格流派"

(genres) 。人类学家究竟在干什么?格尔兹抛开"他观察，他记录，他分析"

的标准答案，响亮地回答"他写 CHe writes) 0" 民族志撰写者总是竭尽所能

黯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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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让读者相信他的确"到过那里"，相信他们阅读的东西是作者所亲历的某

时某地某个人群之生活方式的真实报告，相信读者一旦亲临其地也将得到

与作者一样的‘见闻、感受和结论。虽然马林诺夫斯基和格尔兹都维护民族

志本身，格尔兹对马林诺夫斯基亦有所沿袭，但强调科学描述与客观反映的

"文化科学"和强调"深描"的"文化解释"是完全不同的学术范式，远远超出

了"改造和提升"的范围。

马氏一直强调通过长期参与观察来了解土著文化的内在特性，但同

时他也从以下两个方面为比较和概推大开其道。其一，千差万别的文化

和制度背后，存在着普遍性的生物基础;作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不同方

式，我们可以对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比较。其二，以特罗布里恩德岛的

例子作为批判的工具，推翻诸多宏大理论，然后在实际上把它作为原始社

会的原型，建构统一的科学文化理论。格尔兹对此颇有微词。在他看来，

"小宇宙"模式 (microcosmic modeD 和"自然实验"模式 (natural experiment 

modeD都是错误的。"理论建设的基本工作不是为抽象的规则编码，而是

让‘深描'变得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

换句话说，我们有必要通过比较方法将微观阐释和宏观背景结合起来，

但不能混淆研究地点和研究对象，不能混淆个案和个案的特征;"代表

性"和概推的关键不在于个案本身，而在于那些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个案

特征。正因为如此，"个案中的概括"才是达成解释人类学之理论关怀

的正途。

总之，不论是在民族志问题上，还是在比较和概推问题上，"文化科学"

和"文化解释"都存在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学术范式意义上的根本性差

异，远远超出了"改造和提升"的范围。我们决不能囱为追赶学术时髦或者

抢占道德制高点(马林诺夫斯基的路子通常得背负殖民主义的包袱)而将二

者强拉进一个框架中搞"调和"。

在理论与实践之(司，人类学究竟应该如何自处?笔者认为麦克尔·赫

兹菲尔德的看法实有可资参考之处。一方面，"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是

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不闰民族志范式，它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也有不同的



关怀方向，因此 9 决不能为求创万台γ而糊里糊涂地搞创大杂:险"另一方

面 9 虽然二者在学科史上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次序 9 却不能因此而简单地

之以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事实上f文化科学m手口"文化解释押都有其独

贡献 9也有其内在偏颇。因此号在民族志实践中我们应该避免简化论倾向 9

既不要过分迷信ω科学川客观999 也不能将"民族志权威押批评得一无是处 9 而

应该在变动的民族志实践中探索一种具体的、批判性的理论定位。毕竟 9 理

论应该为实践所用 9 而不该成为实践的限制或排锁。关键的问题既不在于

理论范式之间的分野 9 也不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划界，而在于实践者对这些差

异进行清醒认识和灵活把握的程度。

:民族志参与观察法解释人类学 文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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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英语 ethnography 的中文 行调查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像泰勒、

"民族志"一词 9 按照现在比较通行 弗雷泽这样的"扶手椅上的人类学

的理解，既可以用来指称一种与异 家"，对别人收集记录的、信度无从

文化田野调查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 保证的二手资料予以选择性地利

方法，也可指称用以表述由此获致 用，在跨文化比较基础上构建其普

之研究成果的一种特殊文本形式。 遍性理论。虽然专业人类学家如哈

不过，在人类学发展史的不同时期， 登 (Alfred Cort Haddo川、里弗斯

民族志的内涵在侧重点上存在-定 CWi1liam Halse Rivers) 、塞里格曼

的差别，外延亦有不同。以 20 世纪 (Charles Gabriel Seligman)等自 19

20 年代马林诺夫斯基现代田野工作 世纪末以来开始走出书斋，进入土

范式的确立和 20 世纪 60 年代后对 著部落进行实地考察，打破了以往资

马氏批评的升温为节点，大致可以 料收集者与理论分析者之间的明确

分成三个阶段来加以考察。 分工界限9 但根本性的变革尚未发

生。民族志，依然只是作为一种研究

一、现代民族志:马林诺夫 非西方原始社会的特定文本形式存

斯基之前之后 在，而与独特的研究方法关联不大。

然而，变革的信号却已经发出。

在 19 世纪中期人类学确定独 有里弗斯对民族志的重新思考为

立学科地位到 19 世纪末期以前，人 证"强化的研究工作，必须对研究

类学的资料收集工作和理论研究工 的规模有所限定，还必须使研究深

作是彼此分离的:传教士、殖民地官 化。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人类学

员、探险家、游客、商人、驻外记者等 者)在某个社区或 400-500 人的社

记载下许多关于海外民族奇风异俗 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

和趣闻轶事的民族志材料，专业人 的生活和文化的所有方面。在此社

类学家们则在书斋中对这血材料以 区或社群中 9 研究者能够对当地的

及古代历史文献、神话传说进行理 所有人有所认识 9 能够研究对当地

论分析和解释。早期人类学家中， 生活习俗具体的体察，能够用当地

除摩尔根曾深入实地对易洛魁人进 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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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玉铭铭， 2005: 144)马林诺夫 "功能"，即"对需求的满足"，而生物

斯基因缘际会之下在梅鲁岛和特罗 有机体的天然需求又是一切功能联

布里恩德群岛逗留的两年多时间 系之基础;民族志研究不仅要记录

中，与土著人一起生活，沿着里弗斯 所见、所闻，还必须对其功能进行分

所指引的方向发展了现代民族志田 析，进而构建一门"文化科学"。这

野工作体系，在人类学界引发了一 样，马林诺夫斯基将民族志、田野作

场影响深远的革命。 业和理论统一了起来，彻底改变了

以 1922 年《西太平洋的航海 以往资料收集和理论分析、实地调

者》的出极为标志，作为一种研究手 查和书斋工作相分离的状况，民族

段和学术范式的现代民族志隆重登 志也因此真正具备了作为独特研究

场。它具有三方面的突出特征。第 方法和独特文本形式的双重特性。

一，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在至少一 此后，大量人类学者因袭这种民

年的完整生产、生活周期内，远离白 族志方法研究非西方的部落社会，写

人，学习土著的语言，采用土著的观 出了许多优秀作品。更引人注目的

点和视角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 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将功

谈，并对土著的所言、所行、所思之 能主义民族志方法成功地运用于文

差别进行仔细辨析。第二，文化全 明社会的村落研究，拓展了人类学的

貌观，为此，民族志调查必须包括三 学科视域，同时，也使马林诺夫斯基

个方面:一是用一系列图表记录部 式的科学的、整体民族志事业更盛。

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之全貌概观，

二是以民族志田野笔记的形式记录

"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

为类型"，三是提供对民族志陈述、

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巫

术模式等的说明(马林诺夫斯基，

事实上，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

代，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

提出批评的不乏其人，但其民族志田

野工作体系却极少遭遇非难。

可是，在马林诺夫斯基去世 25 年

后，其田野日记被公开出版，名为《一

[1922J2002: 18) 。第三，功能主义 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C以下简称《日

的科学文化理论:文化整体各构成 记)))。这部《日记》把马林诺夫斯基

要素之间彼此关联，这种关联就是 CBronislaw }，也linows挝， [1967J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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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67)在民族志著作中从未提及的

苦闷与厌倦、对土著的反感情绪等推

向了前台，试从中摘译几段话为证:

……总的来说，村庄给我的印象

很不好。弯曲屋顶的老式棚屋显然要

比梅鲁岛的房屋有趣且漂亮得多。但

这里明显缺乏规划，村庄布局非常分

散;那些粗暴又固执的人，以及他们的

嘲笑、瞪视和谎言使我有些气馁......

…我到村庄希望照几张巳拉

舞(Bara) 的场景。我将半捆草烟分

给大家，然后观看一些舞蹈;然后照

相 但结果十分差劲。光线不足

难以进行快照;他们摆好姿势后维

持的时间太短，连曝光都不够。我

总觉得很恼火，尤其是他们拿到我

分发的草烟后就全部走开了。总体

而言，我对这些土著人的感觉趋近

于"干掉这些畜生"......①

至于民族学:照我看来，土著的

生活完全没有趣味或意义，它和一

只狗的生活一样离我那么遥远。在

散步时，我仔细考虑我在这里要做

什么，并将其视为一件攸关名誉的

事情。关于收集大量资料的必要

性。我大休了解土著的生活，并懂

得一些他们的语言，只要我能设法

"记录"这些，我便会拥有极具价值

的资料 必须牢记自己的雄心，

朝着既定的目标努力工作。

此外，我们还从《日记》中发现，

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在田野中的一些

做法，有悖于他所创立和倡导的民

族志田野工作新方法。比如，与当

地白人存在较多的互动关系，依然

依赖于固定的报道人并努力物色

"更好"人选，存在种族中心主义倾

向，对土著的反感情绪限制了他从

土著的视角看问题的程度，等等。

也就是说，通过公开著述为科学的

文化描述确立规范的泰斗，私下里

却面临着人格统一和理论整合两方

面的困境 (Michael W. Young , 

2004)②。由此引发的轩然大波使得

① 第二段引文中"干掉这些畜生"的英文原文为"Exterminate the brut巳S气就此，许娘光和利
奇曾有过论争。许娘光认为，此话可折射出马氏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而利奇则为马氏辩
护，认为这是马氏借助康拉德名著《黑暗的心》里面的著名短语所开的自嘲式玩笑。

② 除了《日记》之外，在与母亲、情人以及师友等的通信里，马氏同样流露出这样的情绪。马

林诺夫斯基的传记作者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私人文件，为读者展示一位个性鲜明的青年

人类学家形象。



因

义文化遭遇的影响;把

成"没有历史的人们999把他们

当作H原始孤岛999 一方面 9消解了地

方历史的维度;另一方面 9 忽、略了更

大体系中的政治经济过程。把民族

解

卢也

位的基础(

, 2005: -47) ，因此?有关民族

的讨论 9 往往更多地集中于对民

族志文本的解析和批评。①

的异数。他

不仅揭示 族志 性

手推动了民族志的注式转换。②

①诸如 George Marc邸， Dick Cushman，日hnographies as Texís , An月u日1 Review of 
nrnrnTl{)f{)!"\I, Vol. 11 , 1982 ，卵.25-69汇美]马尔库斯、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
类学 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L 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 9')8 年(英文初

版， 1986 年) , [美]克利福德、马库斯: \<写文化 L 高内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9

2006 年(英文初版， 1')86 年) ; James Clifford , The Predicament o[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 Literature , and Art , Cambridg巳 9 扎也气 Harvard University Pr巳ss ，

1988 0 

③ 参见 Clifford Geertz , The Interpretation 罗 N巳w York , Basic Book , 1973 ，[美]
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 H 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υ9 年; Clifford 
Gecr1钮， Local Knowledg巳， New York , Basic Book , 1983;[美]格尔兹<<地方知识、))，杨
德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Clifford Geertz ,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 Cambridg巳 Polity Press , 1988 , [美]格尔兹: ((论著与生活

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当然 9反

思性的人类学作品还有很多，比如巴利 (Nigel Barley) 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日记》、

拉比诺(Paul Rabinow) 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杜蒙(Jean Paul Dumont) 的《头人与
我儿克拉潘扎诺(Vincent Crapanzano) 的《图哈密川、德怀尔 (Kevin Dwyer) 的《摩洛哥对

话》等，但由于它们过于在意反思而改变了远常民族志的对象，把重心换到自己、自己与土

著的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异文化社会 9所以向废另文才粱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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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一些，通过理解什么是从事民族

二、范式转换:从文化科学到 志(what doing ethnography is) ，我

文化解释 们才能开始理解作为一种知识形式

的人类学分析的是什么(同上)。

马林诺夫斯基相信，学会土著

语言，在土著中进行相当长时间的 然而，究竟什么是 H从事民族

参与观察和深度体验，在此基础上 志"呢?格尔兹认为，通行的理解 9

写就的民族志可以真实地反映士著 即技术以及公认的程序(建立关系、

文化的本真面貌，从而迈向"文化科 选择调查合作人、做笔录、记日记，

学"的宏伟目标。格尔兹却毫不留 等等)不足以定义它;唯有"深描9气

情地打破了这一科学理性幻象。在 才是人类学家应该孜孜以求的事

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 1999: 5) 业。所谓"深描"，就是从简单的动

看来，文化是人们自己编织的意义 作、话语或事件人于 9追寻其中所隐

之网，"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 含的无限社会内容以及多层意蕴，

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 进而展示文化符号意义结构的复杂

的阐释性科学"。不过，在细说其文 社会基础和含义。格尔兹(同上:

化解释理论之前，格尔兹首先对民 8-10)举了一个"科恩抢羊"①的例

族志的地位进行了强有力的捍卫: 子，将基本的民族志描述中所蕴含

的多种解释框架之间的冲突展现在

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是一种科 我们面前，并引导我们见证一场由

学……你应当看它的实践者做的是 于系统间的误解而造成的社会闹

什么。 剧。他以此告诉我们，从事"深描押

在人类学或至少是在社会人类 这项民族志事业，就像阅读一部陌

学中，实践者所做的是民族志。正 生的、字迹消退的并且存在诸多省

是通过理解什么是民族志，或更准 略、前后不一致、令人生疑的校正和

① 这是格尔兹 1968 年在摩洛哥的田野日志里的记载，被引用于《深描》一文中。当地报道人

向他讲述了 1912 年法国殖民统治下摩洛哥中部高地马尔穆沙区(Marmusha)发生的→起

戏剧性事件。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兹

带倾向性的评点的手稿，艰辛旦十

分之不确定。

总体而言，格尔兹以"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和"地方性知

识"Clocal knowledge) 为武器，从方

法和文本形式两方面反对马林诺夫

斯基式的科学、整体民族志。他认

为，人类学家在田野中的工作就是

"对解释进行理解"，人类学著述则

是第二和第三等级甚至第四等级的

解释，所谓科学、客观的文化全貌只

能是水月镜花。在此前提下，对马

林诺夫斯基式民族志的具体批评还

包括:民族志材料其实是人类学家

对他人及其同胞的言行的解释之解

释，丽非简单的观察所能得到;"参

与"观察虽然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

"说谎"的问题，但也容易使研究者

元视自身角色的特殊性和文化限定

性，并倾向于弱化其间的兴趣导向

和利害关系，从而导致研究者的"不

诚实";文化是意识形态，有其独特

的"文化语法"，即使精通当地语言，

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了解其文化底

蕴;等等。

以上谈论的是作为方法的民族

志，那么作为文本形式的民族志的

情形又如何呢?与马林诺夫斯基极

力强调的"科学性"与"价值无涉"相

反，格尔兹强调的是"文学性"和"风

格流派"(genres) 。人类学家究竟在

干什么?格尔兹(同上: 22-36)抛

开"他观察，他记录，他分析"的标准

答案，响亮地回答"他写 (He

writes) 。叼既然是"写作 (write)" , 

那就免不了存在个人性、主观性、文

学性的因素了。《论著与生活:作为

作者的人类学家》便是探讨这一问

题的专著。在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 1988: 1-24)看来，民族志

撰写者总是竭尽所能地让读者相信

他的确"到过那里"，相信他们阅读

的东西是作者所亲历的某时某地某

个人群之生活方式的真实报告，相

信读者一旦亲临其地也将得到与作

者一样的见闻、感受和结论。而在

这一目标的达成过程中，民族志作

者总会运用一些特定的策略，形成

某些个人化的风格;影响人类学家

写作的因素，除了实际田野经验之

外，人类学家个人的特定生活背景、

主观倾向等方面的作用也不可轻

① 作者原书中加注说明，更准确地讲是"刻划"(inscribes) 。

蒙古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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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这样，人类学家便向小说家靠 谓我们所拥有的最具表现力的自省

近，而离客观中立的"科学"工作者 式人类学作品，它毫无顾忌地将人

越来越远。 们的注意力从"为什么"引至"如何

事实上，在《论著与生活》一书 写作"。此外，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

中，格尔兹以四章的篇幅(全书共六 所有著作一样，该书与"文化事实"

章)对列维一斯特劳斯、埃文斯普理 (姑且不论它可能是什么)的联系是

查德、马林诺夫斯基、鲁思·本启迪 模糊的、被刻意消解且极其脆弱的，

克特等倾向于科学模式的知名人类 表面上的靠近往往是实际上的撤

学家的写作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比 离，这样，它将关于民族志性质的一

较了他们如何将各自的身份角色、 些确定性概念置于有益的疑问之

个人化形象、"创造力"和"想象"融 中。列维斯特劳斯的确有其与众

人其作品并形成特色化的"风格流 不同的"到那里"的方式……

派"。在具体的讨论展开之前，格尔

兹便强调了这几个典型人物本身的 接下来，格尔兹从埃文斯普理

显著不同一一巴黎名流、牛津教授、 查德的一篇较少受关注的期刊文章

波兰游子、纽约知识分子。结合全 《战斗与工作在阿科博河和基拉河，

书不难看出其言下之意是:个人的 1940• 1941))(1973 )人手，向读者展

背景、身份、角色深深地影响人类学 示一种与列维斯特劳斯截然相异

写作。四人中首先被讨论的是列 的写作风格:

维斯特劳斯，此人虽然在时间上最

为晚近，著作也最艰涩难懂，且在文 …他(埃文斯普理查德一一一

学性方面最为激进，但其代表作《忧 引者注)是一个文风确定、直接、系

郁的热带》可以引领读者迅速进入 统化的作者，像"使人炫目的清晰"

主题: 这样的矛盾修饰法似乎正是为了他

而发明的。一个悠闲地活动于帝国

...... (((忧郁的热带)))极其文本 主义世界的冒险家一一民族志学

化( textuelist时，处处彰显文学性， 者，来到部落社会，身兼观察者和行

借鉴多种写作类型而独具一格，可 动者的双重角色，试图使部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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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1966: 83)看来 9一个对于自己要寻

找什么以及如何去寻找都十分清楚

且花了两年时间在一个小规模的文

化同质性人群里心无旁雪地研究其

生活方式的人类学家 9 搞错事实的

可能性是微乎其做的。这种信念反

映在民族志文本中就是大量存在的

确定性|琼述和绝对化断言。现在的

民族志工作者， 1非怀诸多方面(政治

的、伦理的、自省的……)的忧虑 9

时面临所谓写文化的危机 9 再也没

法那样自信了。

兹

" (Akobo ) ( 

, 1988; 

略

( 988: 59) 

田

(埃文其rr 普理

J互耶⑤

克斯@格鲁克曼、科奇、弗

写作风格(虽然存在程度上的不

) ，雨非某种一致性的理论或

方法。②

至于早已被业内

的马林诺夫斯基号格尔兹较少关注

?而是将注意力主要集中

著作上:以马氏《日记》为切人点和

主要分析文本 9 并将视野扩展到被

他称为H马林诺夫斯基的孩子押的里

、拉比i若、克拉潘

① Akobo Realism是格尔兹对埃文斯普理查德文本建构策略的一种带有嘲弄意味的说法O
格尔兹认为?埃文斯普理查德通过"写作"使人深1ff ，他所说的一切本来就是如此的，具有
绝对的、毋庸置疑的真实性和合理性。为达到这一目的，埃文斯普理查德热衷于使用简

单的、少有限制与修饰的主、谓、宾句型来做单调、 i戈白的陈述与断言 9极少使用嵌套性的
从句、探寻性的疑问句、留有余地的条件句和引人深思的省略句。他还通过表述技巧、民
族志照片、人类学图表等的使用，追求文化描写的可视化号从其作品中，读者似乎看到一张
接一张地闪过的人类学幻灯片，并在视觉化的想象中忘了质疑和思考。

@ 然而 9利奇认为，格尔兹的这种说法让他"非常震惊"质疑之意卡分浓厚是否真的存在
社会人类学的英国学派?其特征是什么?利奇以他本人和弗忠、福蒂斯两位老师为例否
认了所谓"写作风格"的斗致性。此外句他还批评了格尔兹在《论著与生活》中的许多其他
观点、思路 9 比如，利奇认为 9被格尔兹称为"马林诺夫斯基的孩子"的拉比诺、克拉濡扎诺、
德怀尔与马林诺夫斯基没有任何联系。

哥王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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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诺、德怀尔等人的代表作。 与非我们押问题:

……参与观察的己特式件作者" ……人类学写作性质之自我反

(借法国思想家罗兰@己特的概 思的又一个方面一一我在哪里，他

念一一一引者注儿那种"我不仅在那 们在哪里 非常清晰地浮现出

里，我还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发出他 来:这种关于另一社会的写作的方

们的声音押的民族志写作传统…… 式往往同时也是对自身社会的一种

他(马林诺夫斯基 引者注)使民 伊索寓言式的评论。一个美国人

族志成为一种奇特的内在性问题， (本尼迪克特 引者注)从整体上

即一个自我检验和自我转换的问 对手且尼人、夸库特尔人、多布人或者

题 9使民族志写作成为一种自我揭 日本人进行概括 9 同时也是从整体

露的形式。肇始于马林诺夫斯基的 上对美国人进行概括:将其描述成

对其所有公开言论的认识论(和道 粗野的、奇异的、滑稽的，以及像巫

德上)的自信已经轰塌一一就如我 师和武士一样武断的。本尼迪克特

们在他最晚近出版的《日记》中所看 著名的相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被

到的那样→~现已致使在说明与解 系统维护或者在此事上一以贯之的

释方面的自信发生了类似的轰塌， 哲学立场，不如说是以远方的奇风

同时也导致了多少带有绝望意味的 异俗来质疑本土假设这种描述他者

补救之方的大量涌现……"从当地 之特定方式的产物。

人的眼光出友"写民族志表达了马

林诺夫斯基自我超越的愿望;而对 当然 9格尔兹也从马林诺夫斯

他的许多忠实追随者来说，则渲染 基那里因袭了不少东西。且不论民

了他们对自我欺骗的忧惧。 族志和田野工作这两个基本点，马

林诺夫斯基对格尔兹某且具体论点

然后 9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 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

1988: 23; 2013: 33)又单列一章对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马氏关于"文化

本启迪克特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和评 持有者的内部眼界"的见解 9被格尔

价，重点讨论人类学写作中的"我们 兹发展成贯穿其解释人类学始终的

64 



, 2013: 201) 。①

不过 9

不 9远远超

范围。这在比

问题上茹有明显反映。

二、比较与概雄问题:

案的概括到个案中

异文化比较是人类学的方法论

础之一罗马歇尔@萨林斯

Sahlins , 2000: 201) 曾明

确指 íJ:j : 

没有哪一部好的民族志是专注

自身的。民族志或明或暗都是一项

。 通过比较 9 民族志的描述变

也不是。 倒

志要么是人类

?同

了

么

主主

族志

的追求。纵观人类学学科史 9

空间、从

之整体到地方文化之特征

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人

类学而言，跨文化比较以及基于跨

比较的概推既是核心方法?又

是基本目的。虽然马武一一直强调通

过长期参与观察来了解土著文化的

时他也从以下两个

和概推大开其道。其

① 我们同时注意到 9格尔兹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因袭还表现在他们两人都认为民族志首先
是对现状的描写，卡分强调"此时(now)""此地 (here)"的重要性 9至于征引文献则是次要

的。在论及《蒙塔尤))((屠猫记》等名著时，格尔兹没有称其为"历史民族志"而是称其为
'"民族志化的?历史"认为勒华拉杜黑 (Le Roy Ladu口时、达忠、顿 (Robert Darnton)他们
的做法是"把自己的分析建立在到过那里的人的经验话语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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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差万别的文化和制度背后，存

在着普遍性的生物基础;作为满足

人类基本需要的不同方式 9 我们可

以对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比较。

其二，以特罗布里恩德岛的例子作

为批判的工具号推翻诸多宏大理论，

然后在实际上把它作为原始社会的

原型，建构统一的科学文化理论，而

追随马林诺夫斯基民族志路数的另

外一些人类学家 9 在此问题上亦各

有招数，比如 9 比较自己做过田野工

作的各个社会，比较不同表现内容

下隐藏的一般文化形式和结构，比

较不同"类型"并逐步从局部走向整

体，等等 (Adam Kuper , 1988 : 

279-291) 。总之，马氏路数的民族

志比较，总与基于地域的M典型性"

相关，追求一种"科学"的"超越个案

的概括"。

格尔兹对此颇有微辞。在他看

来，"小宇宙"模式( microcosmic 

model)和"自然实验'乡模式( natural 

experiment modeD都是错误的 O 因

为"我们在小镇和乡村里获知的是小

镇或乡村的生活999 而不可能从所谓

"典型的"小镇或乡村中找到H民族社

会、诸文明、各大宗教或任何总括和

简化现象的精髓押;极少存在可控参

数的"天然实验室忡( natural 

laboratory，或译"社会实验室")也

无法产生物理实验的权威性，所有

的著名民族志研究(不论其经验效

度如何) ，都只是阐释甚至是误释

(misin terpreta tions) ，无法令人确

信不疑。事实上，"研究地点不等于

研究对象。人类学家不研究乡村

(部落、集镇、邻里…...) ;他们在乡

村里作研究"。"理论建设的基本工

作不是为抽象的规则编码，而是让

深描变得可能，不是超越个案进行

概括 9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格

尔兹， 1999: 24--29)换句话说，我们

有必要通过比较方法将微观阐释和

宏观背景结合起来，但不能i昆淆研

究地点和研究对象，不能混淆个案

和个案的特征;"代表性"和既括的

关键不在于个案本身，而在于那些

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个案特征。正因

为如此， H个案中的概括"才是达成

解释人类学之理论关怀的正途。

四、余论:民族志与理论

总之，不论是在民族志问题上，

还是在比较和概推问题上，"文化科

学"和"文化解释"都存在极大的不



"从事民族志"马林诺夫斯基与格尔兹
艳产

同，这种不同是学术范式意义上的 志作为独特的研究方式以及由此导

根本性差异，远远超出了"改造和提 致的研究结果，也只是以其掌握的

升"的范围。我们决不能因为追赶 大量实在、鲜活的材料为理论提供

学术时髦或者抢占道德制高点(马 必要滋养。以此而论，马林诺夫斯

林诺夫斯基的路子通常得背负殖民 基在理论上的欠缺实在不应该受到

主义的包袱)而将二者强拉进一个 过度i后病，毕竟其贡献原本就主要

框架中搞"调和"。 在方法上。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民族 那么，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人类

志范式的"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 学究竟应该如何自处?笔者认为麦

无疑存在理论上的差别，但这种差 克尔·赫兹菲尔德的看法实有可资

别主要是视角性的，因为民族志与 参考之处。麦克尔·赫兹菲尔德

理论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具体的关 (Michael Herzfeld , 2005: 1-22) 

系。且不论理论与民族志相分离的 将人类学定位为"理论的实践"，重

情形，马林诺夫斯基革命之后，二者 心落在"实践"二字，关注人类学从

的结合也是有限度的。专业人类学 业者的所作所为，强调人类学学科

家在收集、整理、分析、呈现田野资 对民族志研究和撰述的依赖性，但

料时固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引，但民 "实践"之余，理论基础的问题也不

族志本身的特性总会在一定程度上 容轻忽。循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或

妨碍理论的发展(更准确地说，是妨 可对"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之间

碍理论层次的拔高)。不论是在方 的歧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实践上的模

法上还是在表述上，民族志都需要 糊、1昆乱之处做出更清醒的认识。

贴近鲜活的田野经验，理论也因此 一方面，"文化科学"和"文化解释"

不能离其基础太远，正如格尔兹 是存在根本性差异的不同民族志范

(1999: 31)所言，"对于民族志来说， 式，它们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也有

理论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语言，使 不同的理论关怀方向，因此决不能

符号行动所必不可少的自我表 为求"万能"而糊里糊涂地搞"大杂

达一→即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角 始";另一方面，虽然二者在学科史

色 得到实现"。另一方面，民族 上存在着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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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而简单地冠之以取代和被取 者其他更为"后现代"的大旗来昭示

代的关系。事实上，"文化科学"和 "学术前沿"或者"道德立场"。当

"文化解释"都有其独特贡献，也有 然，在既定的理论倾向之外，我们也

其内在偏颇。因此，在民族志实践 应对其他的理论范式持有一种开放

中我们应该避免简化论倾向，既不 的心态和眼光。关键的问题既不在

要过分迷信"科学川客观"，也不能 于理论范式之间的分野，也不在于

将"民族志权威"批评得一无是处， 理论与实践的划界，而在于实践者

而应该在变动的民族志实践中探索 对这些差异进行清醒认识和灵活把

一种具体的、批判性的理论定位。 握的程度。

毕竟，理论应该为实践所用，而不该

成为实践的限制或棚锁。当我们无 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于《世界民

法避开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路数 族))， 2010 年第 1 期;后经作者再

时，也大可不必勉强举着格尔兹或 修订。

参考文献

[美1 格尔兹.1999 文化的解释[M]. 纳日 [美]克利福德、马尔库斯.2006. 写文化:

碧力戈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M]. 高丙中

一一←.2013.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学家[M]. 方静文、黄剑波，译.北京:中 【英]亚当·库王自 .1988. 英国社会人类学: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从马林诺夫斯基到今天 [M]. 贾士麓，

一-.2014. 地方知识[MJ. 杨德睿，译.北 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京:商务印书馆. [美]马尔库斯、费彻尔 .1998. 作为文化批

C美]古塔、弗格森.2005. 人类学定位:回 评的人类学 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

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 [M]. 骆建建、袁 [MJ. 王铭铭、蓝达居，译.上海:三联

同凯、郭立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书店.

L美]麦克尔·赫兹菲尔德.2005. 什么是 [英]马林诺夫斯基.2015. 一本严格意义

人类常识一-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人 上的日记[MJ. 下思梅、何源远、余昕，

类学理论实践[MJ. :xtJ珩、石毅、李昌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MJ. 梁永

68 



i问$泽-

『
」

(1Hil斗心〉

，巳、迟引f卡 a 泽 e

，泣的生')lJt\. 肌

也 γ

、

旦"已 î 966. Sócil11 

d月d

号SS.

1973. The 

. New Basic 

N仨明l

1983. Lθ Ncw 

Basic Book 

1988. 月Vorks Lives: ♂ 

as 放ulhor 俑

10/ 'J 

圣: f飞

φ3() 。

?是吗 β

?ivi 

川
J
W
E

C
O

亏
的
"

丑

n
f

k
与

1

/fnAM 

F

收

粤怡、衍。恩 i

. Ncw 

予 总τ 飞鸟iorld.

I飞

1982 亏 Texts , 

i之 飞 1

Michael W俑. 2004. 

"'计 18S4

1920. 如vcn 飞{alc

出

/ 
飞 立才丐F

Y 



道
一

志
州
一

族
作
一

民
地
一

的
…
→
-
M

摘 要:自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以后，人类学经典旦公认的

方法是"参与观察"他者(研究对象)世界的做法，即，一个人在一个相对封闭

的僻壤从事长时段的田野工作，通过与他者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来转

换知识生产的方式，通过理解"当地人的理解"来解释他者世界里的思维方

式及行为习惯，可提供分析的文本是民族志。

现在，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首先，当今的世界受全球化、信息化的影

响，他者的世界已不再相互隔断、互不来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

许他者本来就存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观念之间的关系中。此外，中

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导致原有集体经济的逐渐衰退以及

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随之而起的便是私人经济的兴起。人们重新讨论个

作者简介:

罗红光(1957- )，男，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人类学室主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

7。



与集体的关系。自川

内滔的"雷

80 中国开始改

歪以个人

的主体f 自我捋抬头。再有 9 近代中国以来关

更加多样和复杂的局面，尤其是在东、西方对比的情况下乡出

》中描述的那种围绕ω爱押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下发生的冲八 0

的个体何以可能的问题。它一直延续到今天。

为此 9本文取材于一项关于公共服务的志愿者行动的研究。该研究的

特点在于 9通过服务于他者 9 呈现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9 因比夺

主体充满了主体的文化自觉韵味。此外?利他是一种反应价值观的

为?但它存在道德权威不可自我检验的问题。于是?我们通过参与他们的利

他主义行动?审视剧自我押的德性何以可能争并进一步考察利他主义的道德权

威何以检验的方法及方法论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服务与被服务、

助与被援助间关系背后所隐含的伦理问题。具体而言?本研究关注的问间 9

一是利他主义道德的合理性何以检验?二是志愿者行动将如何证明自己的

道德也合乎他者的道德、?二是如果没有权力或道德权威的外力推动?利

行动主体间的道德将如何维系?带着这样的问题字课题组将作为研究对象

的志愿者放入公共服务机构进行长时段的辅助性的服务工作?并要求将各

自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作为自后分析与自我反思的对象。

本研究称之为常人民族志

保持了第一人称的叙事特征 9 并最大程度地将知识与权力

话的道德这一学术方法论问 现在一手资料层面。它采用

志的方法号将服务与被服务关系放在了他者关系中进行试验与

权威不可自我检验的问题?进一步确认了知识的公共性与

即知识的产生是由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同创作的?因此具备了

研究同时也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大规模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条新思叩 0

常人民族志 自我他者 自我的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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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对象实

一、关于"他者世界"的历史 体) ，更不是研究者控制在围内的

背景与学术问题 "客体"(如小白鼠)。通过对他者的

研究，目的并非单向地说明他者世

经典的人类学研究基本上遵循 界，而是如实验民族志①所展示的那

了"参与观察"他者(研究对象)世界 样，通过研究者自我反忠来提高理

的做法，即一个人在一个相对封闭 解和解释的能力，也就是说，通过研

的僻壤从事长时段的田野工作，通 究他者来加深对"我们是什么""我

过与他者同吃、同住、间劳动的方式 们对他们的‘干预'和 6凝视 P是否妥

来转换知识生产的方式，通过理解 当"的理解。

"当地人的理解"来解释他者世界里 (一) "他者"田野的变化

的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这一点使 1.流动的他者

得人类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独树一 国家人口计生委近日发布的

帜。这一方法在四个方面一一言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2))指

语、生理、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一一一对 出， 2011 年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

人类学家有所要求。其方法论上的 2.3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7%(国家

焦点在于，如何解释研究对象的主 计生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 2012:

体性。相比之下，自然科学的做法 3) 。其中， 80% 以上是农民工。以

是"远距离"的，在研究者"可控"的 笔者于 1992 年研究的陕北米脂县

范围内需要检验它的可重复性。人 的杨家沟村为例，全村 745 户 2 897 

类学则认为自己研究的对象是独立 人，几乎见不到年轻人。更为重要

于研究者的、不可控的，并具有独立 的是，年轻人对本村的了解还不如

人格的实体;本质上与我们没有什 路过那里的记者。二十多年过去

么两样，是鲜活的、真实的，是不以 了，如今手机、网络成为沟通的普遍

① J. 马尔库斯等人的实验民族志强调知识的公共性、多点民族志等，试图超越传统人类学民
族志的束缚和浪漫化。"常人民族志"具备了实验民族志的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1)把田
野经历作为实验的焦点和阐述中心所产生的文化书写形态。对道德权威下"集体表象"的
批判。 (2) 有意识地组织试验文本，尝试作者与研究对象和读者的平等对话。自我反思、
知识与权力关系。(3)把研究者当成文化的"翻译者"，对单向解释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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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农村人已经融入到一个更大 跨国特征。最后，由于问题本身超

的生活世界中去了。

2. "冷战"之后的他者

越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因此，问题也

具备了公共性。中国的他者的存在

"冷战"之后的思想出现了一些 现状告诉我们，面对他者的世界，当

新迹象，如u风险社会川第三条道路" 今人类学界必须回答: (1) 刻意地

等，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冷战"那 追求遥远、封闭、孤立的"他者"是否

种如同镜像中相互照陕、支撑的论 真实(范可， 2012: 4)①?画地为牢

敌，若一方倒下，另一方存在的理由 是否符合文化本来的意义? (2) 人

也将不成立。这种镜像的诸多格局 类学的方法是否能够在同一个时间

是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主要的社会、 段里做大规模的文化研究? (3)在

政治的思想类型(今村仁司等， 2002: 方法上将研究对象置于"客观位置"

3)。人们开始更多考虑的不是二元论 的技术性操作是否掩盖了另一个主

的意识形态，而是生活世界的实践。 观?它预设了方法论的伦理是否可

3.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 以自我检验的问题。

全球化首先以世界经济体系以 (二) "自我"的抬头

及随之而来的消费主义形式遍及全 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

球，加上信息时代的到来，甚至也有 改革开放，导致原有集体经济的逐

人称之为"世界是平的"。它将财富 渐衰退以及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

的消耗方式扩大到了非发达国家， 随之而起的便是私人经济的兴起。

如汽车业、信用卡、住房等。消费的 人们重新讨论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

欲望远远超出了生物意义，并被建 的关系。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

立在所谓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基 革》中，从私人空间和个人主义发展

础之上。其次，跨国企业的普遍化， 角度探讨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

导致劳资关系随之普遍化的同时， 关系。他认为，私人空间和u无公德

福利、医疗、环境等问题呈多样性与 个人"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所

① 范可在新近关于认同的研究中也表明"建构认同实际上就是建构‘他者';而‘他者'的建

构完全可能是对吁也者'的误读、诋毁，甚至赋予‘他者'一种子虚乌有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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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的家庭革命的产物(阎云翔， 现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个人"也就

2006: 237-261) 。杜靖在一篇关于 能够理解了。关于这一点，刘新在新

个人主义的论文中批评阎云翔道: 近的两部民族志(陕西农村、华南沿

从《礼物的流动》到《私人生活的变 海城市)中认为，不论农村还是城市，

革))，阎云翔始终贯穿着一种个体主 社会巨变的中心在于经济转型，其后

义的视角。前者重构了"以个人为 则存在着多变的道德判断。它反映

中心的流动的人际关系网络"，后者 在一个人身上，则表现为社会缺乏连

深描了下山甲村民的能动性，从而跟 贯一致的道德秩序来指导和决定社

韦伯的意义研究遥相呼应与衔接 会行动或文化意义，但是，对一类人

(杜靖， 2009) 。这一观点，事实上具 进行"元公德个人"的归类或者价值

有清教精神的"个人欲望的合理化" 判断本身告诉人们，它是一个既没有

是在诸如迪尔凯姆所表述的"有道 对统一道德的追求，又没有超越个人

德的个人主义"那样，尊重个人权利 之上的约束的群体。阎云翔(2006:

的同时也意味着强调对公众和对他 260)说"如果中国存在独立的社会

人义务的个人主义。从传统文化的 组织，如果农民能够参与公众生活，

角度来审视阎云翔所说的"无公德 或许这就有可能产生另外一种在强

个人"的确有新意，而且"宗族的解 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个人对公

体"以及后来的"家庭个人化"现象 众与对他人之义务的个人主义。"集

直接构成了这一观点的社会基础。 体主义丧失也好，个人主义抬头也

既然被定义为"元公德"，笔者认为 罢，均基于一种对"社会事实"(迪尔

我们不能不提及"雷锋"这样一个中 凯姆)的想象，即《雷锋日记))(雷锋，

国人十分熟悉的道德楷模。自 20 1963)中，一个热血青年所代表的理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 想共产主义的利他主义(精神)。

以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内涵的"雷 (三) "五四"以后的三种"爱"的

锋精神"的权威性也随之下降，社会 表达差异

还原到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主体， 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是文化中

与此同时又没有一个新型的道德准 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它们已具有悠

则来规范新形势下的主体，于是出 久的历史传统，人们有意无意地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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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雷锋(194()-1 <J62)是个孤儿 9后来从车 9

后来人们将他』生前的《日记》出版

tl书被称为"为人民服务"。
i己。《雷锋 FJiêJ里弥漫的政治激情

② 一方是富家少爷?另一方是在富入家{故事的丫鬓?他们之间相爱了 c --}T 是在们有面前人

9另一 '}T则是在父母的权威呵护下了 9 义务辛角色分明



寸毒飞

2005---2009 年

动研究。

自我检验的问题。

入了 统?

9变成"赚口饭吃

飞这样就改变了

寸G 

的

(罗

我们需就此提问:在这样的社会背

9利他行动中间己

其意义和科他行为的伦理问题，

之间究竟依靠什么力量可以和谐?

本研究关住了以 F 问题:

(1)利他主义道德的合理性f可以

验?志愿者行动将如何证明自

己的道德也合乎他者的道

被服务、 日)如果没有权力或道德权威的外

间关系背后所隐含的 力推动，利他行动主体间的道德将

如何维系?带着这样的问题p 课题

组将作为研究对象的志愿者放人公

J口和!他、 共服务机构进行长时段的辅助性的

服务工作 p 并要求将各自的 J中路历

下来?作为日后分析与自我

但 在二次分配系统中运筹和消括公共物品的一种社会劳动。公共服务领域中包含了诸如专

5日:性、职业化等很多不同性脆的内容，本文强调公共服务的"社会化"所有面向普通/、能



①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在进行新民族志撰写实验。

个农村调查基地组织当地村民用日记体记述本文化。在这种"写文化"实验中，研究对象

民族志的作者，他/她们运用"主体"方法，从"本文化"内部视角对自己

民族和村寨的社会文化进行叙述与评论ο 详见何明主编((新民族志实验丛书))(共 10

册， 2007 年至 2009 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丛书主体部分即为当地村民对本村

发生的社会文化的记述)。

Q) 常人:本概念由柳田国男 (Yanagita Kunio)对英文"人民的日文翻版"常民"而

来，指经营日常生活的普通人。然而"常民"并不具备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仁的阶级背景，

也不具备公民社会中人们对其自身政治和权利的诉求，因而它又不能完整地表达英文"入
(1)一个人在特定的

而平凡的大众(引自视i回国男)。伽芬克

的差异问题。

" 

〈一)设计理念及方

" " 

自

参

CD 有关这 A研究J可详见波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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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知识的产生来自施助者与受众 2. 田野的特点

的互动与共建，而不是道德权威本 接纳志愿者的 16 个公共服务

身 ;(2) 相比其他学科，如果人类学 机构在业内有一定知名度，具有一

家对自己恪守的田野工作有足够的 些成功经验，其中，大多数已经作出

信心，并认为更能"贴近事实"的话， 突出贡献，并在全国小有名气。如

那么将贴近田野的"参与"延伸到 表 1 所示，这岛机构中有些具有政

"实践"并不违反人类学方法的基本 府背景，有些是国外背景，有些是非

伦理。 政府组织性质或个人发起的社团和

1.志愿者的特点 协会，也有些已是民间传统等性质，它

本研究的对象是由直接参与公 们分别代表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

共服务工作的 16 位年龄在 20-40 不向领域。课题将它们划分为四个

岁的男女青年志愿者构成。他们经 不同领域: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社

过互联网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筛 区关怀和义务教育。选择这些基地

选、训练之后被异地派遣，从事为期 的前提有以下几个特点: (1)在公

半年的公共服务的辅助性工作。他 共服务方面已经卓有成效，在国内

们有的在职，有的失业或待业;有的 有一定的知名度 ;(2) 有政府背景但

学历较高，有的学历较低;既有城市 非政府行为，各个基地均表现出社

人，也有农村人;有的从事过志愿者 会性;(3) 具有一定的行业代表性;

工作，有的是第一次，甚至还有人第 (4) 具有接纳志愿者的经验。

一次听说"志愿者"。我们称他们为 这里尤其应该强调的是公共服

"常人"，既没有职业特征，也没有经 务机构内部的职业伦理。由于这些

验意义上的集体意识。他们的共性 机构服务内容不同，所以职业伦理

是陌生人。作为本课题研究对象， 也有所差异，当然该差异不是个体

志愿者参与自己志愿参加的公共服 意义上的，而是职业分工意义上的，

务项目，参与培训，并前往异地的公 并不影响我们的志愿者面对另一个

共服务基地，参与实践期限为半年， 道德主体的世界。我们将那些全国

并有义务记录各自的心路历程一一… 招募过来并作为研究对象的志愿者

工作日志。 异地派遣到这些公共服务机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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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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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 9 从而使作为公共

服务志愿者的

观感受得

的具体活动和主

的表达。资料反映

间的关系变化 9 课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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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其三，派往天南海北的志愿者组 由现象向一般过渡，最后提出有关

成的论坛(BBS)群体。在没有重大 分析对象的意义系统。笔者称之为

问题的情况下，原则上研究者维护 解释学分析。我们来看以下常人民

志愿者和服务机构的、沟通和利益。

这部分是通过网络积累而成的民族

志。与此同时，将志愿者自己以及

与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放人对话部分

进行检验，也就是说，对话部分既有

传统意义上收集素材的功能，同时，

也可以检验研究者的判断和设计在

实践中的可行性。

(二)来自志愿者的问题意识

志愿者精神这一名称在中国文

族志的案例:

1.自我:主体表达

真要抛去五彩缤纷的北京真的很

难。在是否做志愿者前的决定中，我

受到了太多的压力，自己的，家人的，

朋友的......当我最终做决定时，我不

知是冲动，还是蓄意已久的爆

发。 小溪(21ω5 年 8 月 23 日)

我分不清谁是居民谁是居委会

化的脉络中是一种与利己相对立的 工作人员。就听居委会的阿姨们都

"元私奉献"精神，那么在这样的"无 在说着:咱们这里来了个实习生。

私"奉献过程中，如果没有"自我"或

"个体"的行动，利他行动何以可能?

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是否相互排

斥，或者说它们是否必须是二元的?

如果施助者的主体存在，那么他或

她又如何自我表达?利他行动也就

是忘我或无私的吗?

为了分析并提炼第一人称的常

人民族志，特意准备了与之相关的

中介性概念，譬如，信任、怀疑、理

解、自我、利他、沟通、调适、价值等，

昨天还在说自己的工作没有进展，

但是心态也被自己调整得平和了许

多。今天，一切就突然发生了质的

转变(2005 年 9 月 1 日)……上午去

居家养老，跟易姐姐去核实老年人

家里的情况。老人的反应都很远

钝，耳朵都很背。跟他们交流真是

很费劲。老人还听不懂我说的普通

话，这让我很头疼(2005 年 10 月 17

日)。一一深深的海洋

中期会议①之前的思想苦恼主

① 中期会议是志愿者之间反思和总结经验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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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就是自己的指导方针有问题。我 么?干什么不一样千呀 1"他总是认

总是更多地关注、考虑这是课题，而 为如果我拒绝他安排给我的工作，

不是强调自己是位志愿者，所以直 就不是真心来做志愿者，非要我以后

到现在，除了 N 村的部分本地人和 一直跟着他做调查。我感觉自己被

外地人知道我是志愿者外，医院领导 夹在了课题与刘老师之间，进退两

同事都认为我是研究生来做课题的。 难。一一小游子(2005 年 10 月 2 日)

因而，有点被人架空或是被搁置一旁

的感觉。所以说一开始就是我自己 初到田野的志愿者普遍出现了

介入的身份不合理、不明确。 小 迷失自我、找不到感觉的困惑，甚至

竹熊 (2005 年 12 月 15 日) 怀疑自我。这种困惑一方面，来自

主体的价值:就像在论坛上看 异文化的冲击或目标不清晰等;另

到另一个志愿者所说:他们本来己 一方面，人们对利他主义行动有一

做得很好，并不需要我们的帮忙。而 个思维定式，即，既然利他，就不能

我们更像个实习生。想插只脚进来， 有自我。利他主义的集体行动往往

觉得似乎给他们添麻烦了。一一小 将个体淹没在想当然的集体意识

燕子(2005 年 7 月 24 日) 中。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包括主体

寻找自我:在论坛上看到释然 的困惑在内，即使是利他，自我也是

老师的一句话: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起作用的。

寻找自我需要很大的工夫，希望小 2. 沟通:克服误解

燕子在新在地能尽快找到自我。那

个我，要在哪里体现呢?在这里，怎 我很伤心地哭了起来。其他人

样才能发挥自己的价值?我现在还 听到我哭了，都来劝我，说谈院长可

不知道啊。 小燕子 (2005 年 7 能是考虑我的安全问题。我很气

月 26 日) 愤，我说他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清

寻找自我:因为实在受不了刘 楚呢。他们说可能是你们没有沟通

老师(服务机构的一位公职人 好，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他说

员一一笔者注)一再地说"你不就 一个意思，我可能是另一个意

是个志愿者么?不就是来干活的 思……我跟谈院长确实在说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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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一样 9我喜欢直未直去，但他却

不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

了什么?要让他这样对我。一一一

年 8 月 15 日)

由于坑(一位艾滋病患者

笔者注)的失误曾给我带来了额

工作，为了补偿我 9他承诺要请我

吃大餐……这是进一步沟通的好机

会。我们边吃边聊，原本少言少语

的坑，今天也和我说了一些我想是

只有朋友之间才会分享的内心感

受号包括他(被)感染时最初的恐惧、

如何走出那段心理阴影、对当前社

会压力的感慨、未来的打算等。虽

然还只是蜻蜓点水般的只言片语，

却让我很是感动。我知道这些话要

说给一个相识仅有两周的人听，是

需要很多勇气的?这也表明他对我

的信任……真的像 DDM 老师说得

那样，劳动是最好的沟通方

式。 小游子 (2005 年 8 月 1 日)

敬老院里的老人已经有两三天

没有来打麻将了，就因为他们的那

次争吵。原来在老人的社会里 9 也

有争吵和妒忌。他们愿意和我说

话。他们喜欢和我说话。他们渴望

3. 信任:克服错位

现在想静下来想一想，我忙于

找事情做而忽咯了同同事的交流沟

通，没有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当然

不愿理睬我了。我要做的第一步就

是和他们亲近 9 可以以学上海话的

机会和他们在一起聊天呀@…..默默

地工作 9 少说话，这应该走得到别人

信任的第一步。 小竹煎 (2005

年 8 月 3 日)

沟通后的理解:我了解了他们

(受助方一一笔者注)的需求后，便

有针对性与他们进行聊天和沟通。

他们也对我产生了强烈的信任感。

现在我感觉到我和他们也在逐渐成

为朋友 9 我把他们看成一家人。他

们是多么希望得到他人的理解……

我告诉她希望她能学会倾诉，学会

如何信任他人。只有彼此真正的信

任，才会建立真正的良好关

系。 Hehe( 2005 年 8 月 3 日)

今天有幸和老人进行了一次长

..我也很喜欢这种谈话号这让

人感觉很真实。此时，在心里对自

己做了肯定，通过这近半年的努力，

交流。一一深深的海洋 (2005 年 7 博得了孩子们的爱戴和老人的信

月 16 日) 任。 溪 (2005 年 12 月 1 日)



常人民族志
带

田野中的志愿者不甘于寂寞与 已经能和聋哑班的孩子们进行简单

孤独句努力调整、寻找自我。经验告 的交流。这拉近了我和孩子们的距

诉他们号与受助方的沟通也是提高 离。"女生们希望您支她们手语表

信任和理解的基本前提。单向的沟 演《感恩的心)) 0"聋哑班的八个孩子

通或居高临下的道德权威无法做到 和我共同上演了一幅无比动人的画

这一点。 面。 小溪(2005 年 11 月 22 日)

4. 互动:连带感

5. 调适:和谐、互惠

他向我提出过两个请求，我都

努力满足了。这更加深了他对我的 许多孩子年龄很小，或有残疾，

崇敬和信任。 智力障碍，无法和他们交流，更谈不

" IJ、溪老师，我想，我想……学 上沟通理解。不过现在我史正了工

电脑"。我的笔记本闲下来时，我会 作目的和受到了 HEHE 鼓舞的状

拿到他的房间，给他用，并教给他一 态下，我相信自己能及时调整心态，

些简单的办公操作。他非常聪明， 融入孩子圈中。 Xieyue (2005 

至今为止，他已掌握了计算机的指 年 7 月 23 日)

法及 WORD ， PHOTOSHOP 的 心中曾经有过的憧憬;让小姐

操作。 们自救，脱离此种职业的想法，不仅

"小溪老师，我想，我想……认 屡遭打击，而且今天某住我一直视

您做姐姐。"我没有很快答应他，我 为重量级的朋友，说出"不相信任何

担心自己做不到姐姐的义务，几天 男人，甚至自己的丈夫"的话，我当

后，他又向我提出。 时心中为之一酸，十分难过，因为这

"我一直就把你视为弟弟啊!" 使得我来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初衷

第一次看到他露出牙齿的笑，以后 受到了动摇，于是短信给了丈夫。

的日子里，总是"姐姐，姐姐"叫个 丈夫的一番分析和开导才让我心情

不停。 得到一些好转。想想自己其实在某

我请求他教我国际语言，手语 些方面过于简单，对于社会的了解

的学习。由于我们的共同努力，我 还远远不足。我应重新调整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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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过余下的五个月。

(2005 年 8 月 12 日)

:你们的问题 9还是你们

问题 9 我只是来学习和参与式配

合工作的 9不是来改革，更不想改变

的思想。如果想通过我们改变

技某方面存在的问题的话， OK! 没

有问题。但必须争得各负责人及各

位老师的同意和支持，并尊重当地

习俗和本土文化 9 困地制宜。在

此，提醒后继的志愿者:群众是基

础! ~-Yimar(2005 年 8 月 3 日)

虽然有的伙伴们在田野中的日

子里有过很多的这样那样的痛苦 9

我认为，痛苦过去了就是收获。

么长时间了，对我的总结就是:忠、

稍有成熟些，碰到事情至少还会冷

静下来先慢慢地分析?然后再去面

对它、解决它。人总是在慢慢长大

的，经历的事情多了，对事情的本

身，甚至是整个社会都会有与以往

不同的认识。一一小耗子 (2005 年

12 月 1 日)

今天?现在，此时'此刻 9 我的心

态又已经和昨天不一样了。一直以

来参我都改变不了环境，所以，我只

有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适应用

边的一切。我想，事情总该一步一

步来，不能急于求成。从最初的

奇，到前一阵的西惑 9 再到不断

忍耐中调整自己的心态 9 我一节'一

步地终于从急躁而清极的情绪中摆

脱出来了。我昨天还在日记里

我从事的工作虽然没有

竟然心态逐渐平和了下不乡

不知道性子那么急的我 9 竞热可以

态调整得那么

经验就是 (1 )忍一下 9 再

一切都会好起来 ;(2) 先做人?

事 ;(3) 只有把心态平和下来?才

找到正确的方向。不放弃，我永远

也不放弃。失败了也不放弃 j

深深的海洋年 9 月 i 日)

由七月JT 见 9 我们的志愿者虽

程度不同 9 但在各自的田野中

某种程度仁迷失困惑过，并拥

找自我的漫长过程。这一点

田野的人类学家」样 9充满了

怀疑、不信任、异文化冲击等，

们也进行了主动或被动的调试。

9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所在 9

文化不仅有排他的力量号同时也具

备了凝聚的力量。是排他押或凝

聚，区别在于动机。在志愿者行动

中号施助方与受助方，包括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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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理论上他们的动机是一样的，

因雨前提是利他，而不是排他。

(三)研究的焦点及其分析

由于没有一个中途退出的志愿

者，所以志愿行动表现出较稳定的

行动轨迹:都经历了从"陌生人的他

者，，"我是谁"到"自我的社会化"这

样一个心路历程。我们可以把工作

日志所记录的心路历程划分到不同

的层次中，如图 2 所示:

图 2 志愿者互为他者的条件

与方式川的文化冲突(性格、错位) ; 

(5) 自我调整 ;(6) 成为一员(被接

纳或失败)。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者和志愿者之间的异同，从参与

并实践的意义上来讲，研究者和志愿

者都是异文化的他者，这意味着他们

在各自的田野中也将面对语言、水

土、生活习惯及价值观上的实际问

题，但就本研究的方法论而言，在主

体性、亲和力、可信度这三方面志愿

者远比远距离的研究者有力。因此，

常人民族志可以在生活世界的日常

对话中得到检验。常人民族志的案

例让我们看到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文化冲击。当与他者相遇

时，出现文化现象上的不适应。除

了生理、语言、生活方式以外，价值

与此同时，作为志愿者主体，他 观上的冲突表现在:志愿者-"雷锋

们虽然各异，但服务与被服务的关 精神，，"空降兵"式援助、居高临下的

系的相似性，以及他们与相关团体 所谓"常识"和道德权威、"未预结

之间关系的相似性构成了我们研究

的共同基础。在服务机构中的志愿

者行动表现为如下共性: (1)找感

觉 ;(2) 孤独、无助(文化冲击、自以

为是、城乡差异、精英意识); (3)参

局"(景军， 2009)①。志愿者依托的

是当地的慈善事业，职业伦理是给

定的，尽管如此，仍然会出现利他行

动的道德冲突，因此，没有主体的利

他主义或利他行动是个伪命题。

① Unintended consequence 这一英文表述自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 Robert Merton) 
普及并衍生成为一个社会学范畴，景军将其翻译成"未预结局"，它指的是行为者根本没有
预想到的社会行动后果。

重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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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自我调整。也就是上文说

到的"规范行为999 即，把"自我"对象

化、客体化;自我概念(身份表达系

统)、隐喻(或转喻)的表达，表现在:

(1)倾听 ;(2) 换位思考;(3) 学习;

(的改造。

二是"第三身体" (杉万俊夫，

2001: 53…57) 。经过沟通产生的双

的两个阶段:理解的第一阶段 9 即单

向的解释与被解释;理解的第二阶

段 9 即相互认知的对话 9 以及使沟通

得以成立的过程。

如前文所界定的那样，常人民

族志保持了第一人称特征，并最大

程度地将"知识与权力"上不平等

的化解、沟通的操守表现在原初资

方共同的声音。这第三种声音既不 料的范围内。它呈现为如下过程:

属于双方的任何一方 9 也同时包含 (作为他者)进入现场→单向的感

了双方各自的因素 9 表现为二者之 觉→相互冲突→迷失并寻找自

间的身体力行。在道德权威引导下 我→自我调整一步社会化。它给我

的利他行为，个人的情操是被给定 们的启示:第一，志愿者的声望来

的，除目标前提下的道德自律，如 白他对自己服务范围的某些问题

"无私川克己"以外，利他行为双方 及实践所做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

的伦理问题在中国传统道德权威下 的贡献;第二，内在的批评机制构

是不允许讨论的。可见，道德权威

对自由意志同样是一种约束。但

是，在生活世界里，道德主体的任何

一方在无法证明自己的合理性的情

况下，一方的德性不一定对另一方

成了推动志愿者提高与他者对话

的根本动力，进而促进了服务质量

的提高。可见，被人类学推动的这

种实验民族志的方法，将在它的研

究努力中更关注它的责任、它的伦

也合理。道德立场是带有一定价值 理以及它对包括研究对象在内的

观的情感表达，对它的批判出自于 各种合作对象的义务，而不是关注

第三方，他从一定的距离对行为者 将它作为一门科目进行推动并使

作出判断。因此雪道德判断就一种

性格达成一致，意味着不同情感的

契合。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理解

其走向行会式封闭的，对辩论、模式

和理论传统痴迷的学科(詹姆斯@

克利福德，乔治. E. 马尔库斯 9

2006: 15) 。



9 每个人的个性、 明

弱点、偏好等均在集体行动中被淹 我检验的

掩盖;另一方面 9 对受益

说9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集体行功

所涉及 山 /i二

9 因而也被

道德所约束。

者展示给他们的集体奉献精神 9

中 9参与者个人的喜恶哀乐却看不

到。从它的表达机制中我们可以

看到:

(1 )两种"爱" 66博爱押以尊重

"个体归为信仰(集体意识) "仁爱"

如父爱、母爱所展豆豆的那种来自权

威的爱、对长者的遵从并延伸到政

治 9 即君君臣臣-一角色与义务。

(2) 带有社会主义大家庭伦理的

雷锋精神 9如呀。他""奉献川元私押等9

随着 N∞的出现并转变为公益事业

自

(3) 

9 如

主

我们通过常人

主体

并非"无私川克己 999 因而利他主义

仍然受其他道德的约束;其三 9" 自

我"的存在方式不是简单的孤立或

9 而是通过沟通、反思 9 能动地

塑造公共"自我的形象(笔者称其

为H 自我的他性"①)。

这告诉我们?主体内在化的他

(者)性具有可凝视的效果。因此号

我们界定自我的他性为依赖于思维

塑造的自我号通过这种脉络反射为

一种镜像的存在，它主要表现为情

、自尊、审美的价值(观念h并随

① 刘新在自己的一项研究中将人格上的断裂称为"自我的他性"( otherness of self) ，意思为，
因为社会变迁以及时空压缩的原因，自我从一种身份急速地转换成另一种身份，并伴随着

道德断裂的现象。本文则是从相互有差异的主体之间的共识{可以可能这一问题出发?认
为，除了双方共建的公共性(外在的社会化) .还有内在(身心)化的公共性存在… 自我的
他性的可能与意义，并日子成诸如"反思，，，.审美批评"..欲望"等代表社会化的个体存在。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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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空的变化而丰富。它的表达方 "能量源泉"CG. Bateson , 1972: 

式是通过言语将自我客体化 9 这也 126) 。认知载体是个体性的、主观

将意味着主体个人社会化的开始 9 的、源自个体具有感知能力的身体，

如内省、反思、识别(对比)、隐喻等。 其背后的动机、活动和习惯都体现

自己"凝视自我""自画像"等也属内 了个体的能动性。带有习惯的认知

在的他性的认知过程。 特别重要。个体倾向于保留那曲他

本研究中的工作日志就是凝视 们认为有价值且满意的世界秩序。

自我的实践过程。"自我的他性"由 他们也倾向于保留那略和自己栖息

以下一个条件得到满足。 于"同一个"环境里的他人共辜的秩

条件之一:个体的自由意志。 序。例如，在习惯性的耕作方式中，

成为"人何也就是成为个体的过程。 个体发现自己与人、邻居、动物、家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社会文化形态 禽和野生生物、庄稼以及土地形成

和相应的个体生活之间的准确关系 了一种共同合作的关系(同上)。感

(物理上或观念上的限制)。我成为 知的结果是调适的动力之→，同时，

我的动力仍然在于我，即主观地感 也构成了个体的能动性及其实践

知u我"所处的世界。在社会文化形 理性。

态的环境中成为人和个体9 并不是 条件之一:自我的他性。沟通

要和他人"一样"抑或去进行比较 9 理论认为，认知自我是因为他者的

也不是按照某一特定的或者具有直 存在。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他者

接影响力的风潮成为个体。在成为 的承认，人类的意识是不可能认识

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这一过 到自身的。主人的权力需要奴仆的

程中，活力、能动、意图和阐释依然 故事得以解释 9 因为主人无法证明

归个体所有，受到自我意识的主宰 自身权力的有效性。试问:主体的

(奈杰告:@拉泊特 9乔安娜@奥弗菲 存在是否依赖于外界的一个实体的

林， 2005: 162) 。这是感知的第一 他者?

条件。 上述案例的一个维度:自由意

条件之二:主体的能动性。个 志、主体的能动性、自我的他性符合

体才是感知和理解世界过程中的 了文化的内部机制。首先，作为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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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己

是自在

象的文化是人与人、

观念(信仰)之间沟通

也是沟通的媒介。常人

，理解的第一阶段是单向的解

PUM 
中?

而得到赞赏。

9 属

样表明:

帝的社会伦理

主要关J中的是尘

J旦那却不是人的生活，不

人的生活 9 而是一个抽象实

释与被解释 9 他者之间经过沟通后 体集体的生活一存在于个人的关

互理解的第二阶段可即相互 系上f集体月指的是所有人，但不包

认知并产生自我的他性的过程。如 括直接相关的那个人。至于说到个

果将文化刻意地画地为牢，就违背 人，他的道德责任就是按照他人的任

文化作为沟通和理解的基本 何需要、主张或要求J故无私、

属性。 无权的奴隶(安@兰德， 2007: 56) 。

可见 9道德权威对自由同样有约束。

兰、讨

出 的集

与人的互动与道德问题

9哈贝马斯这样判断:它表现

一个人如 和我们的人有

9我们就说这个

, 2002: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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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任何一方无法自己独立地证 存在，它的成立是因为意义的作用

明自己的合理性，一方的德性对另 (罗红光， 2000: 209--273) 。但同时

一方不一定合理;其二，同理，道德 也发现了一个与本题相关的问题，

权威也无法检验自身的合法性。道 即，在同样是实现交换的过程中，也

德立场是一种典型的情感冲动，而 同样实现劳动价值，利他行动很难

且是出自第三者，他从一定的距离 再用"主观利己、客观利他"的经济

对行为者做出判断。因此，道德判 学桂架下的社会化来解释。那么如

断就一种性格达成一致，意味着不 哈贝马斯所提问的那样，志愿者的

同情感的契合(同上)。 利他行动将如何证明自己的德性也

本文在这样一种知识背景下针 符合他者的道德?公共服务系统给

对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 我们这项研究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论，其中研究的问题是: (1)志愿者 人类学传统的田野不再那么封

行动将如何证明自己的道德也是合 阔和遥远，而且所谓的他者就发生

乎他者伦理的? (2) 利他行动的伦 在你我当中，甚至可能在我们自身

理是否就意味着"忘我""克己"?如 的感觉中(流心， 2005: 31) ，这种流

果是，那将是在巨大的道德权威下 动、可变、开放的田野和对象也是对

才能成立的，如果不是，利他行动的 人类学传统一一依赖实体他者研究

伦理也将面临彰显主体的、可检验 方法的一个挑战。在没有任何契机

的、自由的、开放的空间。 (3) 如果 的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只是"他人"，

没有权力或道德权威的动力，利他 他们之间毫无关系，也不构成任何

行动主体之间的道德问题将如何启 威胁。然而，课题组给研究对象的

动?在经典人类学传统的实践下， 志愿者提供了契机，而且提供了利

围绕交换，笔者曾经针对一个相对 他行为的动力之一，当然其中还有

封闭的村落进行过所谓的"熟人社 他们自愿参加志愿者行动的内在原

会"的研究。在那项研究中的发现 因。这样志愿者与研究者构成了第

是:第一，交换，主观利己、客观利 一个"互为他者"的关系网。当进入

{也;第二，交换，同时实现了作为人 公共服务机构的田野，志愿者与当

的意义价值;第三，不等价交换普遍 地服务机构又构成了第二个"互为

。。



常人民族志

他者"的网络，而且这一网络被 BBS 即由一个只会表达个体欲望的小孩

论坛和职业伦理支持。这里的"互 子长大成懂得处世哲学的大人。相

为他者"只是开始发生关系的条件 反，一个生物体的个体不可能有价

而已。没有三方的在场，互为他者 值判断，也不能证明白我道德的好

将没有动力，因而也没有意义。互 坏，而自我的他性却能够清楚地表

为他者一旦成立，哈贝马斯的"对自 达出他者的存在价值以及自我存在

己的表达加以限制"这一自律方可 的意义，达到客观上将"己"放入可

生效。 视的客观范围。

为此，我们将常人民族志的心

路历程整理成图 3，以便于我们观察

自我的他性问题。在上文中，我们

分析了沟通的"第一阶段"和"第二

阶段"，这一变化告诉我们，自我的

他性这一认识论过程既是互为他者

的动力，又是维系主体性的源泉。

主体成为自我的他者是有条件

的，如上文所述，由于一个有意识的
国 3 自我他性的意识阿

主体与同样的陌生人发生了关系， 本研究中的二方主体(研究者、

因而客观上构成了"互为他者"。从 志愿者、服务机构方)均保持了主体

"我是谁?"这类朴素的问题开始，当 性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发挥了自

事者开始进入思考。自我的他性也 我的他性这一认知能力。笔者认

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被激发的。自 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应当

我的他性主要被情感、审美、批评、 进一步回答该理论成立的动力问

内省和反思所表达。其结果是达到 题，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自由的对话

与另一个他者的理解，从而形成你 空间层面，因为自我的他性也可以

我双方的公共的小空间。这样的思 建立在想象的他者关系中，如同"子

维活动可以在人与人、人与事、人与 非吾安知吾不知鱼之乐?"的自我对

环境之间展开，并使人逐渐社会化， 话的感觉那样。这里存在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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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自我的理解""反思、内省"的 的必需品质;在日常生活中，主体性

思维活动，它的基础仍然是语言。 的自我将自身作为客体来反观，让

但是，这已经不再是所谓的"主 它保持洁净、健康、良好的气息与体

观"，因为我们所说的"自我的他性" 面的衣着(同上: 102) 。就本研究成

不是二元论的某一方，而是将他者 果而言，如果我们承认理解是一种

内化(如"第二身体勺的一种思维活 知识劳动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

动。譬如，将自身转化为自我审查 知识的产生是由研究者与被研究者

的对象。人们既以主体"我"的感觉 共同创作的，并因此也具备了它的

为中心来观察和改造世界，也将 公共性。

"己"作为自我改造的客体。透过新

近重构出来的自我模式，阶级意识 本文主要内容原载于《世界民

形态的社会价值观念可内化为人类 族))， 201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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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阮云星

摘 要:本文讨论民族志方法的有关问题，以此参与目前中国语境下

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的讨论。方法论 Cmethodology; methods) 也称方法

学，它以方法Cmanner; craft) 为研究对象，是对方法的研究。笔者以为，方

法论研究大致可分成两个层面，其一是研究各学科具体方法的，其二是研究

有关方法的后设理论 C metatheory) 、认识论依据的;后者和哲学的认识论

Cepistemology; theory of knowledge)部分相交叠。本文的方法论考察，分

别涉及这两个层面，具体地说，它通过对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及其后设理论

的初步检讨，进而思考有关一般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本文由以下三节构成:第一节主要讨论现代民族志及其认识论背景;

第二节则着重介绍后现代民族志探索及有关后设理论;第三节是结语，归结

上述讨论并简论其方法论表达，在此基础上就中国语境下的社会科学方法

作者简介:
阮云星(1957一 ) ，男，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

教授。



反思问题谈点看屿。

在文中我们看到从专业人员撰写的现代民族志确立以来?欧美人类学

的文化提写大致以 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为界 9 呈现出现代民族志实践、后现

代民族志提索 9这样两个时期;我们以民族志撰写的创怎样写忖为考察中心，

分别把两个时期的三种撰写模式称之为: ( )现代人类学文化提写的"整体

描写气莫式(科学/现代民族志) ; (后现代人类学文化撰写的"深拮忡模式

(阐释人类学民族志) ;该时期的叮才话"与"多声道"模式(反思人类学实

验民族志)。

讨论中 9 我们注意到 9 其实"怎样写"与"写什么时为什么写何是内在关联

的?而蕴含这些要素在内的文化撰写(文本，，"话语川写文化勺又是该时期

知识论的组成部分和表述形态 9换言之?时代的社会研究与文化撰写是与其

后设理论 9 以至哲学认识论的性状和影响分不开的。关于这个问题 9本文只

做了点描式的讨论，但我们还是能大致有个把握:现代民族志撰写是在自

然科学研究方法高歌握进、坚信能够成为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知识生产风

潮中型构的 9其哲学认识论背景是"主客两分川单向理解"追求客观真理的

"笛卡儿典范99; 而后现代民族志报索诱发于质疑人文学科科学实证主义研

究方法时期的人类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表述危机 9 其反思和探索的一个

重要的后设理论是伽达默尔H对话本体论川双重诠释押的哲学诠释学方法。

通过这样两个层面言及具体案例的粗略检讨?从民族志撰写模式变迁

的视角观之?我们大致能够透视出欧美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演变和现状

的一些基本状况和特征。

今天，我们在中国语境下开展学科及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的

讨论意义重大 9 而民族志的检讨在这场讨论中或许能够提供新动力和多方

面的启迪。

第一，民族志学科特点的特殊性 9 即跨人文、社科两领域 9 又长子兼容多

学科研究方法的特 J性 9使其反思成果具有多用性。比如 9 民族志具有文学性

格 9这标示着它兼具传统人文学科与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双重特质的特性 9

意味着号对它的方法论探讨的成果，或许有益于人们在讨论中 9 思考诸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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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认识研究人类文化的学问号或曰文化学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相对应) ，如

何认识和把握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以及相互关联等等问题。

第二，新近西方公共人类学热潮的出现及其中的某种"回归"提供重要

信息。仅就后者而言 9 重回田野、重温经典 9 这不仅提示了如下的自觉:对

于民族志而言提供关于对象/议题的总体信息(描述的与阐释的人服务(文

化理解和文化批评)于社会和人类(特定的公众及人类的公共关怀)是它的

职业和使命;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而言 9 也许更重要的在于标示

了反思与解构的真谛:它并不是要毁灭此前民族志实践的所有成果(包括

有关后设理论) ，而是要检视诸如普遍科学真理之类的虚妄和误导而加以改

进;这对于正处于在必要的现代性解构、后现代性审视的同时，肩负着艰巨

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建构的我国社会科学界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第二，<<写文化》中文版的出版和本土民族志文化撰写实践及方法论研

究的开展，将成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的重要推手。早在 20 世纪上半期 9

中国人类学界就有过文本撰写技法的创新尝试和重要成果 ;80 年代人类学

重建以来号有关学者也已在文化撰写及民族志方法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最近，<<写文化》中文版的问世及该书编者之一的马尔库斯教授的来华讲

学 9 必将有助于推动我国人类学文化撰写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以至禅

益于社会转型及全球化背景下的、面临研究方法论危机的中国社会科学界

的反思及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关键词:民族志 社会科学方法论写文化 后设理论



旦开
户巳三吵

9方法论研究大致

其二是研究有关

和

为研
忌6

人押或"一个

2000: 25) 。

见所!可

向明 9

的所

的人阅读 9

4 民族志乡。"(

涉及这两 2006: 虽然作为学科的人类学

，具体地说，它通过对人类学

民族志方法及其后设理论的初步

检讨，进而思考有关一般社会科学

方法论①问题。

本文由以下三节构成:第

主要讨论现代

景;第二节则着重介绍后现代民族

志探索及有关后设理论;第三节是

结语 9归结仨述讨论并简

论表达，在此基础上就中国语境下

族志的历史不长 9 但这种趣旨和形

式的著述实践却由来已久。从古代

到近代，人们可以枚举出不少这类

著述的知名文本。在中国 9 如古籍

中的《山海经))í(春秋@左传》中的

、《淮南子>>((风俗通义》以

至《二十四史》中专述边疆民族的篇

章及从《水经注》到《天下郡自利病

》的地理志等;在西方 9 如古希腊

希罗多德的名著《历史>> (除希波

① 本文f:fr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的"社会科学"包括传统人文学科和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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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外，还记载了许多传说、地理、人

种志等内容)、中世纪的东方旅行见

闻录《马可@波罗游记》和出自 17

世纪传教士之子的《利玛窦中国札

记))，以及启蒙时代孟德斯坞的《论

法的精神)) C书中多有孟氏对欧洲主

要国家多年考察基础上收集的各国

风土习俗等素材)等。时光步入 20

世纪，民族志才与一种学术志趣和

专业研究方法紧密结合了。

本文所说的 H民族志(方法)"，

指的是有着人类学专业背景的各

种民族志。它奠基于 20 世纪初

叶，一般认为英国功能主义大师马

林诺夫斯基C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提炼出一套以"参与观

察"为主要内容的"科学方法飞以此

为圭桌被训练出来的专业人类学学

者 9从事田野作业撰写的民族志，被

称为"现代民族志押或"科学民族志"

H传统民族志"，这也是本节重点探

讨的民族志。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 9

尽管人类学不断变革发展，民族志

的样态翻新 9 理念以至方法也不断

被反思，但民族志(方法)的基本内

容仍保留至今。

那么 9 这种"现代民族志" (方

法)都有哪些基本内容呢?

记得笔者在选定博士论文的研

究对象地，即田野作业点时，曾经就

选择客家研究，回到原籍闽西永定，

还是选择义序研究，回到故乡福州、七

有过一番斟酌。最后选定义序研

究，原因之一就与关于方言的考虑

有关。笔者在闽西永定仅有一年多

的生活经历，时过境迁，当时的客家

话至多只是个听说初步，而闽东福

州、|则是笔者留学前生于斯长于斯的

地方 9福州方言濡染于心 9虽然平时

不常用，但当时拿起来还是大致可

胜任田野作业的。

像这样，研究要考虑到语言问

题，在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必须学习

那里的本地语言，并要安排一个一年

前后的时间进入实地进行参与观察

式的田野作业确以及达到文本撰写的

专业要求等，这些即是"现代民族志押

(方j去)所要求的基本内容，它们至今

仍是欧美、日本的人类学界培养训练

人类学研究者的基本内容和要求①。

① 提及此点的新近的一个文献，参阅， 2006 年 7 月马尔库斯来华讲学文稿 Georg巳巳

Marcus . Notes From Within a Laboratory for th巳 Reinv巳ntion of Anthropological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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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岛 (Trobriand

与观察式的田野调有。他不

一位实地调查方法的倡导者 9 美国

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德裔美籍人

类学家博厄斯(亦译"披亚士川!尊厄

斯" ,Franz Boas 1858一1942) ②(陈

向明， 2000: 26) ，不是就宿村外 9

是1'1巴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中 9

与当地人的生活而进行观察。当他

第二次进岛进行调查时 9 就已经可

以不用翻译?直接使用当地土著语

进行工作了。直接使用当地土著语

这一点 9 是当时诸多受自然科学训

练出来的人类学者号包括与马林诺

国

朗 CA Ro 

Radcliffe-Brown 1881 

三E三
开「

式?

航海者)) (1922) 一书中。这一著

的民族志文本?生动地再现了以

拉流动为主线的固定象征物交流 9

是如何围绕红色的贝壳项国和白色

的贝壳臂锢展开 9 以顺时针和逆

针两个方向 9 经过交易伙伴的集体

航行 9将一个个新凡内亚小岛连成

、制度及观念体系整体的

过程和形态。此外?马氏还留下

《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 (1927)、

《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 (1927 亦有

译成《两性社会学》的)和《珊湖园艺

及其巫术))(1935)等论著 9 它们

氏当时用参与观察方法收

集来的资料和获得的文化理解。马

① 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zj王文主要参考和引用了以 F资料: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

的航海者))，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1922J; 高丙中，((代译序))，((写文化 ))2006 ，第 6

15 页;清水昭俊「忘却盯 iJ_'力寸之内7 1) J7 又三千~ 1930 年代仁扫 (t :ß文化撞触研究」

「固立民族学1号物馆研究报告J23 卷 3 号 (1999 年)，第 543-634 页;陈向明， 20üü 年版，第

26-27 页;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 年版 9第 33-36 页。

CE 据说波氏生前也常到美国西北海岸的印地安部落作实地调奄.并:*~、尽办法使自己的学生
迈L出U 图书馆馆，走入"田野

t就宿村夕外~、 9通常靠会英语的当地"知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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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功能主义"也是根据这些资料

提炼而来的(童恩正， 1989: 20) 。

那是一个创建科学人类学的时

代。在承袭了前人探索的重要成果

(如《人类学笔记和问询 (1874-~

1912) >>的基本原则，该手册的第四

版已经明示了田野作业的语言和一

年期的时间要求)和对自身田野实

践所作的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马

氏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的

准则。科学的民族志必须做到搜集

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的主体的合

一。这就要求人类学家主动到研究

现场去收集第」手资料，参与到对

象的生活中去进行观察，这包括能

用当地语进行交流，和一个长期的

田野作业时间的保证。不言而喻，

掌握当地语有助于调查的深入细

致 9 以致察知语言与文化的关联;而

时间周期的要求，除了一定的田野

作业工作量的考虑外，科想其中还

有一种智慧，即对一定的时间周期

与文化整体性关联的感悟，比如，季

节与农作、生活节奏以致民俗宗教

节庆这些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关系

密切，而困地球公转周期使然，一年

便是一个各类别季节自组合(如四

季、三季等)的周期。有了这些对收

集第一手资料的要求，再加之"经过

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 C trained 

anthropologist) 所具有的整理资

料、撰写文本的技能， H现代民族志"

文本相继出现，民族志的发展进入

了一个新时代。

笔者以为，较之于此前的非专

业人员撰写的民族志， H科学人类学

的民族志押，即"现代民族志"方法可

被看成主要由三大要素组成;其一

为作为研究者/作者的专业人员，即

人类学者;其二为以参与观察

(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为主要内

容的田野调查(fieldwork) 的实地研

究方法;其二为对研究对象进行整体

性Cholism)描述的文本(ethnographic 

texts ethnography 亦称民族志，可视

为狭义的"民族志")写作方法。

(一)现代人类学民族志的撰写

模式

马尔库斯和库斯曼把马林诺夫

斯基和他那个时代的民族志划归入

H现实主义民族志忡类别之中 9 他们

对这类民族志特点的分析，有助人

们从文化撰写视角认识那个时期的

科学民族志 (George E. Marcus 

and Dick Cushman , 2006: 382) 。

马尔库斯和库斯曼指出 9"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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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客观事实;

(3) 

提供地图、

"真的到过那里押的象征物;

)分析时空坐落或发生

9从而来表述真实生活细节;

(6) 提供资料 9并忠实的表述当

地人的现点;

(7) 写作风格趋于一般性的描

述 9而不是对个别事实进行细致的

其

(2) 、(3)飞 (7)

也&

呢?

它具有一种"双刃剑的意义和效应9

增强

性"的问时 9 孕育了质疑、挑

性押"客现性押及其认识论依据的种子。

"客观性何是当时科学主义影响

的→种追求。"现代

事项(仪式、婚 族志丹通过强调掌握对象地

姻、政治组织等)很少有个性 9 而是

具有典型性(典型仪式、典型婚姻、

典型乡村委员会等) ; 

(的使用专业术语;

(9) 对土著的概念加以注释。

综 t所述 9 我们更具体地认识

了当时民族志的专业性性格(

观察 9注意诸事项的相互联系和对

整体性的把握的方法和要求进行研

时的H客观性押规范步

标榜自己

冉的指向。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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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民族志"的别称"科学人类学

的民族志"，'科学民族志"的表述法中

可见一斑，从当时拉德克利夫布朗

提倡的"社会的自然科学"的结构功

能主义的理论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然而，"现代民族志"方法主张

的参与观察法同时隐藏着一种亲和

"互为主体性"的纬度，在当时强势

的科学主义的单向式逼近客体，追

求"客观性"(量化的、可重复验证

的)的氛围中，保持或日开启了一种

"浪漫"的情怀(对独特奇异的兴

趣，逃避科学时代的"过度标准化

的文化"的"机械监狱" [Bronislaw 

Malinowski , 1930: 405一406)及质

性研究的志向]。这种浪漫的情调

或许从根本上与"民族志一般"的志

趣①有关，蕴含着一种天然的亲和文

化批评的因子;而被参与观察"强

身"了的质的研究终将引发对科学

主义"客观性"的反叛，参与观察对

主体和客体的同时关注(彭兆荣，

2006: 127;玛丽·路易丝·普拉特，

2006: 56-80) ，亦埋下了日后彰显

"互为主体性"的伏笔。

从今天的质性研究(民族志是

其代表性类型)的视角来看，质性研

究是与科学的量化研究相对而存在

的，质性研究强调研究中的研究者

及其反思/价值介入(非价值无涉

的) ，追求阐释性理解(不追求预测，

实证普遍情况) ，关注的是事项的复

杂性和独特性(不企求普适性) ，这

些质性研究的基本特征，显然是不认

同科学实证主义方法的，它与认识论

层面上的主客体二分说、单向度的

"客观性"追求相异其趣。但是，在 20

世纪初叶科学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

自然科学方法成为圭桌，现代民族志

追求的也是成为"科学人类学的民族

志";而它的知识论背景可谓是直至

20 世纪中叶仍经久不衰的"笛卡儿典

范" (Cartesian paradigm) 。

筒卡儿 (Rene Descartes 1596-

1650)是近代哲学之父，他的哲学的

核心是认识论。通过方法论的怀疑，

① 从这些文本以及下文将提及的人类学文本中，我们可以窥见，对于"他者"COther)/异文化

C other cultures the other) 的兴趣(尽管目的各异)和了解欲(体验的，以及学理的想象的)
是民族志一般的基本志趣，亲历(亦包括部分间接的想象的)并将亲历撰写成描述文本是

民族志一般的主要内容和手法。当然，人类学民族志的异文化关怀，不止步于猎奇心绪，

她怀抱着理解包括自身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的希冀，追求的是"文化的互为主体性"
Ccultural inter-s巾jectiv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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赘妻

他得出"凡是在理性上看来清楚明白 时期。因此，"现代民族志"方法的

的就是真的"的结论;一般认为理性 科学人类学追求和方法论层面的

主义、心物二元论是其哲学的特征。 "客观性"取向也就在所必然了。

"笛卡儿相信有绝对的客观真

理存在，而追求这种真理的方法是 二、"后现代民族志"的

要由没有权威、偏见、价值等污染的 探索及其后设理论

基础上展开。筒卡儿要找寻的便是

这样的一个基点，由此而建立绝对 让我们再返回到人类学领域。

正确的客观知识。可以这样说，笛卡 历史表明，"现代民族志"及其科学

尔典范不单只是要追求绝对的客观 性权威不久就受到了严峻挑战，这

真理，并且也预设了知识的追求者和 种挑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

其要认知的对象可以作主客的划分 有关，时代及学科提出的问题以致

(subject object dichotomy) .而认知的 使整个人类学学科都面临危机。

主体是单向地了解其研究对象。筒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

卡儿的哲学观点在很多地方和实证 兹 (Clifford Geertz , 2000: 30) 从

论不一样，但就追求客观真理这点 当时人类学教授的困境这一侧面，

上，他的分析给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提 为我们对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的人

供了论据。"(阮新邦， 1998: 28-29) 类学危机作了如下生动的描绘:

17 世纪以降，这种认识论的见

解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相得益 我们当教师的处境可以比作这

彰，逐渐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的典 样一个情景:一个矢志当牧师的，孜

范。而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孜不倦、刻苦学习，经过多年的卧薪

"现代民族志"的孕育期，正是自然 尝胆，寒窗苦读，正准备步出书房施

科学追求客观性的理想大获全胜的 展身手、向公众传教布道时却发现

时期，也是这种得到笛卡儿范式在 每一个人都已经变成了无神论者。

哲学(认识论)上证成的理想和方

法，进而欲把自己推广应用到社会 这场危机的内外诱因是复杂

科学等人类的其他知识领域中去的 的，当时对所谓人类学的"政治学"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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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 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

主义的历史关联，或曰跨文化描写

中权力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一一的反

思批判无疑是其中的一个要因。

1967 年出版，曾引发了一场人

类学家职业伦理争议的马林诺夫斯

基田野日记对这种"殖民性"也有真

切的记录:

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吸引我作民

族志研究……总的说来，我不喜欢

这个村子。这里一切都很混乱……

人们在笑的时候、盯着东西看的时

候以及撒谎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那

种粗暴和顽固使我感到有点灰心丧

气……到村子里去，希望照几张巴

拉(bara) 舞蹈的照片;我给他们半

截烟草，他们让我看几个舞蹈，然

后，我给他们照相一一但效果很不

好……他们不愿意做出跳舞的姿势

等着我给他们照相;有时候我对他

们非常生气，特别是当我给了他们

烟草，他们却走掉了的时候。

这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在此前

的现代民族志实践过程中，人类学

家较少反省自身在研究过程中的角

色和作用，由于受科学实证主义的

影响，人类学家"眼睛向外"，着力从

被研究者那里发掘"客观现实"(同

上: 28) 。这时从对人类学的"政治

学"因素等的反思中，人类学家不但

认识到殖民主义时代自己作为研究

者的"政治"身份和权力地位，也认

识到与其相关联的被声称为"客观

地"对异文化所进行的描述其实是

带有时代和自身的视角和倾向性

的，看清了人类学研究中科学主义

"客观中立"主张的虚假性。

在这种反思中，对象转换、理论和

方法创新的探索在持续进行，欧美学

术界间、人类学与世界知识文化界之

间知识和观念的交流影响相互激

荡①，而此后随着全球化、"冷战"结

① 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萨伊德(Edward W. Said) 的《东方学))(三联书店， 1999

年版[1979J)特别值得提及。对于人类学与社会理论、认识论的互动，美国人类学家罗伯

特 'C.尤林的研究值得一读，参阅《理解文化:从人类学和社会理论视角儿何国强译，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Robert C. Ulin. 2001. Understanding Cultures: 
Pers严ctives in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 Blackw巳11 Publish巳rs Inc.) ，该书以贯穿

20 世纪下半期的人类学跨文化理解的主要理论问题为主线，从"理性交锋"(其焦点是用

什么理论和方法来理解或解释人类社会)的广阔视野，深入地讨论了这种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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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引发的社会巨变及时代课题又进 法论意义。

一步促进了这种反思和探索。"现 (一)阐释人类学民族志的撰写

代民族志"(功能主义人类学)之后 模式

的西方人类学界出现了结构主义人 阐释人类学是在回应现代人类

类学、认知人类学、象征/符号人类 学的理论危机中崛起的。克利福

学、阐释人类学、反思人类学等流 德·格尔兹 (Clifford Geertz 

派;从文化撰写视角看大致可归结 1926一)创立文化文本( cultural 

为阐释人类学民族志和实验民族志 text)观念，认为文本这个文化描写

两大模式①。考虑到"后现代" 的系统 (system) 既可以是文字的，

( postmoderni ty / postmodernism ) 亦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并试图

的时代 (20 世纪下半期以后)表征 从相关意义(context) 去研究、阐释

性，以及上述大多数流派·模式的 文化。他明确指出"研究文化并

形成都与反思"现代民族志"有关， 不是寻求其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

本文(节)把这个时代的人类学用加 是探寻其底蕴的阐释之学。"(王海

引号的"后现代民族志"来加以统 龙， 2000: 30)格尔兹的学说脱胎

称;并拟通过从文化撰写视角对阐 于象征/符号人类学，他对符号进

释人类学民族志和反思人类学(实 行了分类，把自己的阐释符号学依

验)民族志两种撰写模式的简介，来 托于"符号的意蕴"，即指代任何一

讨论它们与"现代民族志"的关系以 种承担传递概念的媒介的客体、行

及"后现代民族志"的后设理论和方 为、事件、性质或关系这样一种符

① 加之此前的现代民族志的撰写模式，可视为人类学百年发展中的形成三种具有代表性的

撰写模式;从文化撰写视角对人类学史的考察和总结，肇始于后现代人类学的写文化讨

论，((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以乔治. E. 马尔库斯，米开

尔. M.J. 费切尔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上海:兰联书店， 1998 年)一书中己可见"民族志

现实主义"、阐述人类学和实验人类学的划分和发展阶段的考察(参阅第二章第 37一70

页) ;近年，在中国人类学界，庄孔韶等逐渐将其表述为:文化撰写的三种模式，即"传送

带" 现实主义民族志，"深描"一一阐述人类学民族志，"多声道" 后现代主义民族

志(庄孔韶主编，2006 ，第 381-384 页，参阅第 84-90 页及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修订

版刊，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15-538 页) ;高丙中提示了"民族志发展的

三个时代"划分法，把现代人类学之前的业余民族志也纳入并列考察的视野(((代译序))，
《写文化))2006 ，第 6-17 页)。本文的分段和讨论受惠于前述的研究成果。

袭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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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类别上。他强调"符号必须有公 观和社会背景的理解。格尔兹批评

示性"( symbols must be public) ，无 "现代民族志"罗列大量具体文化细

论是使用语言、姿势形象或实体性 节的撰写方法，提示了"深描"，即在

的物资操作，符号化终须有其可被 特定的情境下探求并解释文化意义

感悟的记号以供研究。在再造认 的撰写方法。

知体系和文化话语的过程中，格尔 "深描"是解读文化的一种显微

兹提出的认知新角度是"地方性知 研究/撰写法。

识"Clocal knowledg时，而具体操作 "深描"与"浅描"借用于哲学家

的新符号手段即是"深描" (thick 赖尔的学说。赣尔在对一个"三个

description) 。格尔兹为人们提示的 男孩眨右眼"(同上: 47-49) (一个

文化阐释和理解的途径，即通过"深 生理抽擂，一个对玩伴递眼神，一个

描"展示，研究被研究者的语言、行为， 戏拟递眼神的男孩及对后两者的

理解被研究者的声音、信仰以感悟他 "眨眼"不同情境·意思的假设演

们的"自我"概念世界，亦即"(对别人 绎)的事例的分析中使用了这两个

的)阐释的阐释" (the interpretation of 用语。赖尔指出，对案例中的眨眼

other's interpretations) 0 "理解"是他 或抽擂眼皮，观察者可作"肤浅描

的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关键词，他的 写" (thin description) ，即把病态抽

"理解"也就是"在阐释之上的理解" 撞、递眼神捣鬼、戏拟递眼神、排练

(understanding over explanation) 。 递眼神、假装戏拟等都描写成"右眼

因此，格尔兹认为，人类学家的工作 的迅速抽动";或作"深度描写"

不在于运用"科学"的概念套出"文 (thick description) ，即将其动作在

化"的整体观，也不在于像结构主义 不同情境中的本意尽可能地还原。

者那样试图从多样化的文化中推知 格尔兹指出，人类学的任务就是要

人类共通的认知语法，而在于通过 揭示复杂的文化现象，剖析繁复无

了解"土著的观点" (native's point 穷的文化层次结构，显然"浅描"元

of view)来解释象征体系对人的观 力胜任，唯有凭借"深描"。

念和社会生活的界说，从而达到对 为了达至对文化的"深描"，还

形成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世界观，人 必须采用和磨踊必要的调查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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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描写方法。比如，借用认知人 被称之为"反思人类学" (reflective 

类学运用本族人的语言句型，向 anthropology) 。

本族人调查，以发现本族人分类 反思人类学的中心人物有詹姆

体系的"控制性诱导法" (同上: 斯·克和j福德(James Clifford) 、乔

49-51) 等。 治. E. 马尔库斯 (George E. 

阐释人类学民族志的撰写模式 Marcus) 、米开尔. M. J. 费切尔

的确立，使文化撰写的技巧从堆砌 (Michael M. J. Fischer) 和詹姆

实事转化为象征意义的细腻的解释 斯·布恩、(James Boon) 等人。 1986

和交流。利奇 (Edmund Leach , 年出版的两部标志性论著一-((作

2006: 383) 描述了这种转变，他指 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科

出，"民族志不再是风俗习惯的罗 学的实验时代》和《写文化:民族志

列，它已经变为深描的艺术;就像小 的诗学与政治学)) (G. E. Marcus 

说家的作品一样，精心编织着一个 and 孔1. J. F. 孔1ichael ， 1986 ; 

个情节。"((深奥的游戏:关于巴厘人 J. Clifford and G. E. Marcus , 

斗鸡习俗的研究》就是格尔兹本人 1986) 一一一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潮在

为我们提供的阐释人类学"深描"文 人类学领域的重要成果，它进一步

化撰写的一个经典文本(黄淑婷，龚 引发了关于人类学家应描述什么、

佩华， 2001: 380-381) 。 如何描述和为什么描述等问题的深

(二)反思人类学(实验)民族志 人思考，在人类学理论发展史上具

的撰写模式 有划时代的意义。

20 世纪后期，在后现代主义思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

潮和此前的反思现代人类学实践等 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一书贯穿着

因素的影响推动下，后现代人类学， 重温、珍视文化批评( cultural 

即作为一种对人类学学科功能和 critique)--"就是借助其他文化的

本质尤其民族志方法论和认识论 现实来嘲讽与暴露我们自身文化的

问题加以质疑的人类学流派逐渐 本质，其目的在于获得对文化整体的

形成，在人类学领域内外日益显示 充分认识"(乔治. E. 马尔库斯，米

出其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力。它也 开尔. M.J. 费切尔， 1998: 1 1)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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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 9 呼吁人类学回归本土文化

评论;书中还详述了两种实验民族

志，即表述异文化经验的"人

现" "人类能力和行动的基础、

自我的观念以及情感的表达方式"

(同上: 71) 民族志、叙述世界历

史的政治经济过程的"政治经济民

族志"的实验动态。

论文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

与政治学》和此后于 1997 年出版的

《写文化之后))(Alloson James , Jenny 

Hockey and Andrew Dawson , 1997) 

则是阳应写文化大讨论阶段性的综

汇之作。《写文化》主要通过对→批

文化描述经典文本的交叉学科分

析，对包括民族志撰写的历史背景、

方法、理论以及分析模式等的写作

修辞进行检讨。《写文化之后》则对

写文化大讨论后人类学所能扮演的

理论和实践角色作了进一步的研

讨。它分析了许多民族志市例 9 涉

及了人类学表述实践的各个方面，

其中不同层次的"表述999 如作为解

释的、交流的、形象化的、翻译的和

提出主张的表述等亦被逐一作了探

系
式
的
方

γ

关
形
集
志
司

的
的
文
陕
族

述
述
穿
民
民

表
表
贯
代
验

p川
人
是
现
实

且
主
理
克

主
和
他
即
为

占
谁
向
学
称

j

技
括
类
韧

的
刊
政
。
人
了

述
仨
的
容
思
立

表
白
述
内
反
乌
有

…
技
表
点
再
叫

讨
户
可
和
重
法

(experimental ethnographies) 的方

法，对人类学应该描述什么、如何描

述和为什么描述等问题多有探索，

形成了自己特征鲜明的倾向和主

张。这些倾向和主张主要有:把人

类学研究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当作民

族志实验的中心内容和描述的重要

对象 9并同时强调给予被研究者自

己解说机会的重要性;与此相关联

它自觉研究者的文化翻译者角色，

注重对文化的阐释;它珍视民族志

的文学性，注重惨辞、讲究文本的想

象力和艺术性;与这些的译释观与

重修辞的要求相关，它主张以"常识

世界的现实主义"的态度回归田野和

实践，并采用了"对话押与"多声道押的

撰写取向和技法;此夕卡，它鲜明地把

文化批评作为人类学的目标号重申公

共关怀 9推动公共人类学CD CGeorge 

① 2006 年 7 月马尔库斯来华讲学介绍，重申公共关怀，推动公共人类学实践是晚近美国人类

学的新动态;此文为马尔库斯为中文版《写文化》所写的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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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Marcus , 2005 命 200已。

:一2 1)

与"多声道押呢?

泰勒

民族志:

录到神秘、的记录》①一文，对国

个问题手日本文随后的分析提供 z 一

个重要的文献 9 让我们从他的叙说

读起吧。

在这篇收在《写文化》一

论文里，泰勒为我们提示了这样一

族志(他用 H后现代民族

"多声道"涵

义的界说。

泰勒首先对科学主义进行

反思和批评。他指出"科学采用

一种语言模式来作为封闭式交

的自我完善的形式 υ

(是以舍弃充分描写为代价

超验世界

身

" "它的内

剖最终变成了证明工作之正当性的

意识形态手段"时9"允许特定的有

释自由押的后现代民

型便诞生" 0 

随后 9 泰勒论及了后

的"对话"与"多声道"观?他

"后现代民族志腻予 6话语?高于 6 文

本乡的特权 9它强调对话是独自

立面，并强调民族志情境中的协力

合作的性质是与超越的现察者的意

识形态相对立的。实际上 9 它拒绝

&观察者 被观察夕的意识形态?

没有什么是被观察的号也没有谁是

观察者。

种各样的故事的相互的、对话式的

CD Stcphen A. Tyler. Post-modern From Documc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cnt. 19K6. 参阅，李荣荣译《后现代民族志:从关于神秘事物的记录到神秘的记录》
( ((写文化 ))2006 ，第 1ω 181 页);本文中的引文来自该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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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我们最好将民族志的语境理 作了点题，他说"后现代民族志是

解为协力创造故事的语境，在它的 神秘的记录;它是一个不可思议的、

一种理想的形式中，将会产生出一 悖论的、深奥的现实与幻想的结合，

个多声部的文本，那曲参与者中没 这个结合唤起了我们认为是天真的

有谁在构成或促成综合 一个关 现实主义的、建构而来的同时性。

于话语的话语 的形式中具有决 它结合了现实与幻想，因为它以天

定性的措辞。民族志可能正是对话 真的现实主义的语言叙说着神秘，

自身;或是关于共同环境的-一系列 以神秘的语言叙说着日常，并使得

并置的并列叙说。"因而，后现代民 一方的理性成为另一方的合理性。

族志是"复调作品"，是"参与性文 它是现实性幻想的幻想性现实，旨

本";它的"碎片性"性格与 u后现代 在从读者和作者那里唤起一种对可

世界碎片性特质押相关，与"超越的 能世界的模仿，而这个不可能世界

通达"这一重要理念关联，"整体的 已经在幻想和常识中给予我们了;

意义既不是在文本上决定的也不是 我们的知识的那且基础本身不能成

作者独有的权利，而是文本作 为我们的知识的对象，‘因为通过它

者…读者间的功能互动";它向往的 们我们认识其他所有的，却不能透

是"一种新的整体主义，一种创生的 过别的什么来认识它们。我们的确

而非既定的整体主义，一种通过文 认识它们，但仅仅是由于有了它们

本作者读者的反思，并且不眠 并通过它们我们才得以认识

予这一者中的任何一方作为整体中 CHamilton , 1863: 255)' 0" 

的唯一中心或手段的特权而出现的 以上，我们分别讨论了阐释民

整体主义"。 族志、实验民族志这两种"后现代民

在文章中心部分的最后 9 泰勒 族志"的撰写模式 9感受到了"深描"

接着前述的论述脉络(由创生的整 和"对话"与"多声道"修辞的追求和

{本主义的运动性言及修辞与思想的 实践。这种追求和实践就是解构

辩证法)论及了科学修辞模式与后 "客观性"追求，即，解构现代民族志

现代民族志修辞的认识论问题，并 文本的整体描述"异文化"(主客体

用诗性的语言在此处为自己的文章 二分法之"客体")的撰写方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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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 29--55) 

节中 9 我们曾指出了现

代民族志方法的知识论背景是直至

20 世纪中叶仍经久不衰的"笛

押( Cartesian )。

在?我们也未鸟瞰管窥一下问后现代

民族志"的知识论背景号

后设理论。

我们知道， 20 世纪下半叶自然

科学追求客观性理想的社会科学进

军并不顺利。在自然科学领域， 60

年代创贝尔不等式押实验结果对哥本

哈根学派关于测不准原理解释的支

持 9则从自然科学内部撼动了H纯客

律令押)

随后i全

范押时代的

的准备①。

哲学诠释学与后现代知识世界

而

的 的关系是个专业性很强的问题?

里我们选摘了切近本节论题、来自

专业人士研究成果的一段简明

9 以提示i全释学与 μ后现代民族

志忖后设理论的关联。

i全释学(的主要

工作正好是探讨何为了解这一问

题。从中世纪神学家诠释《圣经》的

现问神话的基础;在科学哲学领域 9 深层意义，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由奎因(刑T. V. O. Quine) 和库恩 111U 达默尔( Gadamer 

(Thomas Kuhn 1922-1996) 开创 1900-2002 )提倡哲学诠释学

的后经验主义科学观则否定了实证 ( hermeneutics) ，其

① 本i段落提及的科学史、社会科学方法论史的有关事实和观点，参阅，张铭: ((关于自然科学

与社会科学认识论方法的统一问题》甸《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川香港)， 1993 年第 2 卷，第

176-181 页;阮新邦等 .1998 ，第 2 页;张铭、严强 9 主编， 2003 ，第 15-16 页。晚近，美国桑

费研究院(SFD等跨学科研究机构和"跨学科思想、运动"学者试图"撼动休误;去则"的探

索性研究评价 9参阅，叶航、黄勇《第三种叙事方式.对休读法则的超越))，((浙江社会科

学 ))2006 年第 5 期，第二4 -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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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都是要尝试用诠释的角度，以演

译①法去理解社会现象的学者提

供了后设理论及哲学层面上的

论据。

@…·诠释论的主旨是强调理解

的历程是双向的( dialogicaD ，理解

者一方面从被理解者的角度去理解

其行为;另一方面，理解者却不能舍

弃自己的理解角度。因为任何理解

必定首先从理解者的角度出友，否

则理解变成不可能。当如何调和这

两个不同的理解角度呢?

…..诠释论理解并非先是指

理解者作为一个主体 (subject) ，用

一种方法羊向地(monologically) 去

理解外在世界的客体(object) 。反

之，任何理解必然是理解者和被理

解者的合作( cooperation) 才可以

达至的。理解者和被理解者的存

在境况是构成 6 理解 9 的必要条

件。正由于此，理解不羊只是一

个知识论 (theory of knowledge) 

上的问题，也是一个存在( being) 

的问题。

倘若理解是→个存在的问题，

而研究者又不可能舍弃自己的理解

或演译角度去理解社会行为，那么 9

研究者亦只能用自己的角度去了解

被理解者的角度 9最终说来 9理解似

乎仍然是单向的。

然而，正好在这里?展示了诠

释论对理解的独特看法。事实上，

研究者只能从自己的演译角度或

理性观去了解社会行为，除非是研

究者自觉自己的理解角度出现问

题，他才可以跳出自己的理解角

度。但在何种情况下研究者才会

对自己的理解角度进行反思呢?

诠释论者认为，研究者通过与被理

解者的对话或沟通，了解被理解者

的角度，然后反过来用被理解者的

角度去批判自己的理解角度。要

做到这一点，研究者必须放弃其

所谓专家的角度 9 放弃用所谓专

家的词汇去理解被理解者的行

为。这样做，是表示任何理解都是

由研究者和被理解者合作而达致

的，而"合作"的意思正是指没有主

客的划分，也没有唯一而客观的了

① 原作者的用词，指解释、诠释，即演译理解 (int巳rpretive understanding) ，不同于相对分析
而言的演绎(deduce); 阮新邦等 .1998 ，第 2 页(原出版者注)。



解。 双

" 理解正

双向的?那么理

必

价{直判断。亦

在IJ 理主要在

强烈价值

, 1998: 2) 

0" (阮

( 

sense of value involvement) , 

不对其研究的现

，便不能正确地了解

也知道，批判理

论长期

题 9 如 H何谓

解押"何谓客观押等问题孜孜以

以作重新的彻底检视(向上:

11-26 )。如上所述 9 诠释学给批

判理论的强烈价值论提供了

意义 t 的重要依据;而在 H后队押

内
供

百五
兰z;:

上?

视， 会文化人类学的

略的回顾

从专业人员撰写的

9 欧美人类学

20 世纪 60 年

民族志实

号址样两个

写

的三种撰写模式称之为: (1)现代

人类学文化撰写的"整体描写"

式(科学/现代民族志);(2) 后现代

的"深措忖模式(阐

(王海龙， 2000: 41) 成为 实验

中?我们注20 世纪下半时的思想和知识的

背景的情况下 9 它们的研究成果 9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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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关联的飞而蕴含这且要素在内 36)②，其反思和探索的→个重要的

的文化撰写("文本""话语""写文 后设理论是伽达默尔M对话本体论"

化又是该时期知识论的组成部分 (伽达默尔，杜特， 2005: 82) 、"双

和表述形态，换言之 9 时代的社会研 重诠释"的哲学诠释学方法。

究与文化撰写是与其后设理论9 以 通过这样两个层面的言及具体

至哲学认识论的性状和影响分不开 案例的粗略检讨9 从民族志撰写模

的。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只作了点描 式变迁的视角观之，我们大致能够

式的讨论 9 但我们还是能大致有了 透视出欧美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的

个把握:现代民族志撰写是在自然 演变和现状的一此基本状况和

科学研究方法高歌猛进、坚信能够 特征。

成为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知识生 我们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之

产风潮中型构的，其哲学认识论背 前 9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的人类学

景是"主客两分""单向理解"追求 研究表达是:相信客观性/唯一真理

客观真理的"笛卡儿典范押;而后现 性的存在，相信可以用参与观察、整

代民族志探索诱发于质疑人文学科 体描述等的科学方法，力求保存"价

科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时期的人类 值中立"，以便客观地研究和再现异

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表述危机 文化("事实"志向;摇摆在量化研究

(乔治. E. 马尔库斯， 1998: 23 和质性研究之间)。

① 这一点，我11丁还能够从新近在美国兴起的公共人类学热潮的透视中得到很好的说明。这

一热潮重申公共关怀、文化批评和学科责任、重视当代民族志研究自身的复杂路径所触及

的公众，关注世界范围的公共性问题及事件，把田野工作和文本撰写的创新与新对象研究

结合起来;美国民族学协会 2003 年度的两项"作品一等奖"获奖作品，即是一个很好的证

明((裸露的生命)) (Petryna , 2002 ，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幸存者的斗争)和《博帕尔污染之
后的倡议))(Fortun ， 2001 ，关于跨国范围的环境公正和激进主义)。参阅，马尔库斯: ((中文

版序(写文化〉之后 20 年的美国人类学))(龚浩群译，((写文化))， 2006) 。

② 马尔库斯和日费切尔指出 9它源于对描述社会现实的手段的充分怀疑。在美国，这种"表述
危机"(crisis of representation)表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范式失败，表示将众多领域的

观念统一在一个范式下说明美国或整个西方社会状况的做法，不再受人欢迎，并已出现大

的转变"大理论"模式一度认为全球体系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显然元法解释生活在地

方社会中的人们对全球体系运作作出的反应所具有的变异性。结果，在许多领域里，理论

争论就转移到社会思想家所采用的方法论、认识论、解释论、表象以及话语形式本身上去
了。如果把问题提高到理论反思的中心上来，那么描述的问题就变成为表述的问题。



民族志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20 世纪 60 年代以降 9人类学研 们在讨论中，思考诸如如何认识研

究反映出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的 究人类文化的学问，或曰文化学学

旨趣则是:只认可"部分真理"，承 科(与自然科学学科相对应) ，如何

认、主张以至强调研究者的自主性 认识和把握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以

(包括"价值介入");认为对象(主体 及相互关联等等问题。

间性)是建构的，是一个以至需要读 第二，新近西方公共人类学热

者的参与来完成的过程;在"翻译" 潮的出现及其中的某种"回归"提供

"双向阐释"的文化撰写中文化理解 重要信息。仅就后者而言，重回田

和文化批评("规范"志向;明确的质

性研究位置)是要务、使命，文本技

法和撰写技巧至关重要(罗伯特·

野、重温经典，这不仅提示了如下的

自觉:对于民族志丽言提供关于对

象/议题的总体信息(描述的与阐释

c. 尤林， 2005: 218-289)①。 的)、服务(文化理解和文化批评)于

今天，我们在中国语境下开展 社会和人类(特定的公众及人类的

学科及跨学科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 公共关怀)是它的职业和使命;对于

思的讨论意义重大，而民族志的检 中国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反思而言，

讨在这场讨论中或许能够提供新动 也许更重要的在于标示了反思与解

力和多方面的启迪。 构的真谛:它并不是要毁灭此前民

第一，民族志学科特点的特殊 族志实践的所有成果(包括有关后

性，即跨人文、社科两领域，又长于 设理论) ，而是要检视诸如普遍科学

兼容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特性，使其 真理之类的虚妄和误导而加以改

反思成果具有多用性。比如，民族 进;这对于正处于在必要的现代性

志具有文学性格，这标示着它兼具 解构、后现代性审视的同时，肩负着

传统人文学科与现代社会科学学科 艰巨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建

双重特质的特性;这意味着，对它的 构的我国社会科学界来说，尤其显

方法论探讨的成果，或许有益于人 得重要。

① 在《理解文化》一书中，尤林针对后现代人类学的问题，提出"挑战文化离散"的论题，可以

补充本文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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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写文化》中文版的出版

和本土民族志文化撰写实践及方法

论研究的开展 9 将成为社会科学方

法论讨论的重要推子。早在 20 世

纪上半期，中国人类学界就有过文

本撰写技法的创新尝试和重要成

果乌 80 年代人类学重建以来 9有关

学者也己在文化撰写及民族志方法

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引最近

《写文化》中文版的问世及该书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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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与人类学:过程连续体

纳日碧力戈

摘要:英戈尔德 CTim Ingold)说民族志不是人类学 CEthnography is 

NOT anthropology)是个偏激的说法，比较贴切的表述应当是:民族志不全

等于人类学，即民族志是人类学的一部分，二者不存在对立，也不能截然分

开。描述和比较是人类学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如英戈尔德本人也在

演讲中强调，坐在安乐椅里不下田野是做不出人类学的。下田野与当地人

互动是实践，坐在安乐椅里写作也是实践;这种两种实践是生活世界中具体

人的实践，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和各自的文化背景、语言习

惯、行为方式以及社会记忆、价值判断等等密切关联的实践。因此，民族志

描述和人类学研究不仅涉及"对象"，也涉及各种主体特征之间的互动和"商

议"，涉及生物体和非生物体，涉及"互为环境"一一一我是你环境的一部分，你

也是我环境的一部分。民族志和人类学是向一个学术"生态活动"的组成部

作者简介:
纳日碧力戈(1957一 ) ，男，呼和浩特人，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人类学民族学研究

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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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民族志和人类学的实践是一个开放过程，对话和互动是其中最重要的

特性。民族志工作者是带着已经"格式化"的头脑下去的，他在工作中随时

随地在思考，随时随地在判断，随时随地在选择。他(她)在做民族志工作的

同时，也在做人类学的比较研究。

在英戈尔德看来，民族志因描述个案而立足相对主义，人类学因比较研

究而基于普遍主义，从倾向来说这是对的，但是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而绝对

化，因为它们毕竟属于不同层面:民族志是基础，来自多变的生活世界，当

然相对性较强;人类学在民族志基础上做比较研究，偏重理论抽象，当然普

遍性较重。民族志和人类学如果存在什么差别的话，那也只能是暂时"悬

置"的结果，即，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使"悬置"和"断裂"从而"二元对立"成

为研究者和阅读者的"偏好"，谁都愿意把事情说得简单明了，一就是一，二

就是二，泾渭分明。然而，我们的生活世界却并不那么简单，它变化多端，时

时翻新，只有简化和悬置才能加以把握，所以，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

研究，我们的学问，无不是简化和悬置的结果，和生活世界存在距离，需要在

不断的对话和质询中不断更正，不断更新。

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下，在具体场景中，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发展观，

不同的发展观会指导不同的行动，不同的行动造成不同的后果。文化共识

在同一层面上难以达成，共识只能在更高层面上达成，也就是说，特殊性与

普遍性属于不同层次，可以并行不悖。即使如此，同一层面上的文化对话仍

然必要，这是跨越文化珍域，取得高层面共识的基础。对话是一种"能"，是

一种"气"，在"~γ'和"气"的作用下，"形"(物质性)与"神"(精神性)发生互

动，产生意义，促动实践，转生认知。

英戈尔德在演讲中指出，人类学者不是在研究他者，而是和他者一道研

究，这很深刻。不知英戈尔德是否同意: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一个开

放的研究过程，它们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对立的两门"行当";与他者一道研

究的背后是"万象关联"的生态思想，我们在关联中描述细节、提升理论，我

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也因我的存在而多了一份复杂;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

构成的过程应当有这样两重含义:一是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



质为一段、精神为另一端的 "1心物押连续。庄子间绝圣弃智罗大盗乃止"的

也包含这样一种万物共生的生态观 9放弃争当圣贤、斗智斗勇 9 不走极端?人

心齐平 9 也就杜绝了欺世盗名的行为。打个比方，民族志相当于间物999 人类

学相当于u 1\.1'气心物相连号形神相关。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全新世界里 9 民

族志与人类学的关联更加密切 9 互融也更加普遍 9 互主性也成为不可忽视的

现实:一方面，物质、图像和观念的流动史无前例;另一方面 f对象族群何也

有了自己的民族志和人类学的专家?加入学术生态链 9 发出自己的声音。此

外，绿色环保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9 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9 那些被忽略的有生命

和无生命的存在?也通过我们的话语和行动加入且对话999 和我们一道副研究丹

和"思考"。当下和未来的民族志和人类学将是万象共生的民族志和人

类学

:民族志人类学过程连续体万象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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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者英戈尔德 (Tim

Ingold)在 2007 年度拉德克利夫一布

朗讲座上发表演说(David Braund , 

2008: 69→92沪，认为人类学不等

于民族志。根据这篇演说9 德国哲

学历史学家文德尔班 (Wilhelm

Windelband号又译温德尔班德)和英

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一布朗都认

为，学科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

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历史学和以积

累实证知识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前

者针对"价值世界"，后者针对"事实

世界"。拉德克利夫一布朗把北美的

民族学 (ethnology) 归入"积累实证

知识为基础的"学科，类似于地质学

重构岩层形成的过程 9 类似于古生

物学家根据化石来重构种系发生的

历史。拉德克利夫一布朗认为，博厄

斯等人注重民族志浓措，不研究普

遍规律，因此 9 不属于社会人类学。

克委伯(A. Kroeber) 强调整体观，

强调民族志浓描不能脱离当时当地

的背景，只有在具体的场景和脉络

中，意义和价值才能显露出来。克

委伯批评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只关注

彼此区隔的细节，将它们从当时的

具体环境抽离出来 9 重新对它们排

序、分类和比较。英戈尔德并不赞同

克委伯的观点，他支持拉德克利夫

布朗的立场，指出克委伯提出的u描

述性整合"( descriptive integration) 

类似于画家画风景，画家看到的虽

然不是许多细节的堆积，而是一个

多变的现象场域( phenomenal 

field) ，既连续，也一致，但总体上是

静态不变的。然而 9 画家眼中的风

景是"静物"与历史无关，反映的是

瞬间的"片段"，就如同索绪尔说的

那样，"历史"不过是许多横截面的

堆积，因而有意义、有价值的是横截

面上的分布关系，而不是纵向的历

史。同样，列主住一斯特劳斯反对把历

史看成不断变化的过程，他认为社

会结构自成一体，可以从社会生活

独立出来;他抱怨拉德克利夫一布朗

投身于"连续哲学" (philosophy of 

continuity)而不是 H非连续哲学"，

即拉德克利夫一布朗注重过程而非

结构。英戈尔德指出，拉德克里夫

布朗的理论取向并不在于"标本收

集

程'致力于建设一门开放和比较的

①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指出并提供本文。



的互动关4、。

就认为步

和世界之间不存在任何物质区

隔 ;15 年后 9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

特森(同样强调9

心智不会受到"皮相"的限制，不会

被密封于身体之中，它存在于自

物及其环境组成环境链中 9 而人类

早已"嵌入"这样的环境链中。英戈

尔德认为 9 人类学不是"研究谁何

of 的学问，而是"和谁

with 的学问。因研究押

此 9世界及其居民、人类和非人类 9

都是我们的老师。任何研究人类的

学问必然也是和人类一道研究①的

学问。

不过 9英戈尔德说民族志不是

人类学( is NOτ 

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9 如 德

本人也在演说:中强调?坐在

田野是做不出人类学的。

践是生活世界中具体人的实践 9 不

是凭空想象 9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

和各自的文化背景、语言习惯、行为

方式以及社会记忆、价值判断等等

密切关联的实践。因此，民族志描

述和人类学研究不仅捞及"对象押?

也涉及各种主体特征之间的互动和

H商议999 涉及生物体和非生物体?涉

及"互为环境以一我是你环境的→

部分?你也是我环境的一部分。民

族志和人类学是同一个学术"生态

活动押的组成部分。民族志和人类

的实践是一个开放过程?对话和

互动是其中最重要的特性。民族志

工作者是带着已经u格式化押的头脑

下去的 9 他在工作中随时随地在思

① 如果换成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那就是"互为主体"。

的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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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随时随地在判断，随时随地在选

择。他(她)在做民族志工作的同

时，也在做人类学的比较研究。例

如 9我在 1998 年参加中国台湾清华

亚洲季风高地与低地的社会

与文化云贵高原的亲属与经济》课

题 9 主持人魏捷菇 (James R. 

Wilkerson)博士试图通过本课题来

证实或者证伪列维斯特劳斯所提

出的在东南亚地区普遍存在交错

从表婚的假说 9 民族志里已经融入

比较的视角 9 也融入浓厚的理论

观照。课题组成员阅读 Rodney

Needham、 Roy Wagner 的文章，尤

其也阅读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制

度的基本结构>>，同时，还要阅读已

经出版的各类方志、民族志、语言志

和民族史。这个项目所涉及的显然

不只是民族志，人类学研究的含量

也很高。又如， 1997--1999 年我参

加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翁乃群教技主

持的"南昆铁路建设与沿线少数民

族社会文化变迁"课题，赴广西田林

县路城乡各烟屯调查，当时的课题

设计就和人类学普遍关注的全球化

有关9 有理论观照，也有实践设计。

我在调查期间会经常联系过去的田

野经验(如对敖鲁吉雅鄂温克猎民

生活的考察λ描述和比较、体悟与

思考融为一体:

我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人类学工

作者，在调查和研究的实践中已经

习惯于被动地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

和理论结构。这一次也不例外。一

方面，同一调查地点在时间和接触

面乃至人际关系的变化，例如，我曾

去过二次的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郊的

己彦宝拉格苏木①，每一次去都有新

的感受;这次来广西田林的各烟屯，

感觉更加特殊。另一方面，在难以

脱身的文化界域和己知参照系的影

响下对于新的调查点的想象，这些

都构成了我们先入为主的认知结

① 1996 年 6 月 30 日至 7 月 10 日，我和澳大利亚的人口学者罗宾(Robyn Iredale)博士以及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王素女士前往内蒙占锡林浩特市郊的巳彦宝拉格苏木调查。我们

做的是一个合作项目，课题是 "1995 年夏天拟定的，叫做"乡村…一城镇移民及其教育和社会

影响 2 总形势与两例少数民族个案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国家教委中央

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澳大利亚沃龙冈大学多元文化中心的名义合作。课题的目的是:
(1)对农村一城市人口迁移对教育、包括少数民族儿童的教育的影响，取代较好了解;

(2) 增加对迁移对移民社会、经济和民族地位影响的了解; (3)促成有关移民、教育和社会

民族认同与现代化相互关系的基础理论。



民族志与人类学:过程连续体
橡树

构。无论是再访一个熟悉的调查 化过程，反对把文化当成研究"异

点，还是去一个新的调查，点，都会使 族"和殖民地的手段，这些观点具有

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陷入某种"这 相当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王铭铭，

离"。从反思人类学的角度说，我们 1995; 1996) 。即使我们不是刻意去

自己在调查中不仅要受到其他人的 追求创造意义，也得承认我们自己

观察，还要进行自我观察一←我们 在调查、写作、阅读和解释过程中的

的调查过程、形成文字的文本乃至 创造性。或许可以这样说，我们每

表达隐私的日记，都会成为公开关 一次调查、每一次写作、每一次阅读

注的对象，受到监督和评判。记得 和每一次解释都是建构和解构的过

有人说，我们下去调查就要像一架 程。回顾我们这两次的调查，它们

照相机，把所看到的一切忠实地记 虽然不是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参与性

录下来。可是，早在我们下去之前 田野工作，但也能够同样证明以上

的问卷设计、文献阅读和理论思考 论7点 D

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形成了主观的 在田林的街上，我们看到留着

认知结构，并准备把它付诸调查实 "马尾辫" (pony tail)的小青年;看

践和研究。由于主观的认知结构是 到一个贵妇人在遛狗;看到收费的

选择性的，所以在实践中大多能够 公共厕所。这些我在北京都见过。

找到支持自己的证据，从而完成了 与这些"现代化"的现象形成对照，在

一次客体化过程，即认为自己的主 田林县府背后的山上，有一处"岑大

观认知结构正确反映了客观实在， 将军庙"，土墙瓦顶，里面供着岑大将

进而它取代后者成为后者本身。意 军的神位，上书"岑大将军爷爷旺

识到并承认主观性并不意味着权威 相灵灵应应之神香"，对联是"福高

性的消失，而是让读者和观众更多 万古千民乐，卫庇群生百户安"。供

地了解整个过程，帮助我们一道检 桌上一字排着四个香孟，上面插着

查工作的预设和逻辑性;只要预设 香，还有两瓶插花。墙上贴满各种

成立、符合逻辑、遵守规则，那就是 对联，例如，"人人来敬香，个个有心

有权威的、合理的。"实验民族志" 肠，，"香烟盘绕直上九霄宫，烛灯通

突出人观( personhood) ，强调全球 明亮透深层狱"。无独有偶，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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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做过H田野"的内蒙古额尔古纳左

旗(现根河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

乡，也有这样一种"文化地理忖:山下

是乡政府、文化馆、商店、邮电局、卫

生院和其他现代设施;山上是作为

这些现代设施主要服务对象的鄂温

克族措民，他们住在临时尖顶小帐

篷("仙人柱"，亦称u撮罗子")里，常

年放养驯鹿，也打一些猎。没有电 9

没有现代生活，没有"数字化生存"。

在中国，有山的地方大多可以形成一

座座H社会 文化博物馆飞山上是

H落后的川原始的999 山下是H先进的"

"现代的"。上山和下山，"上山"是寻

访"落后"， 66下山"是走向"文明"。

表面上看 9 各烟屯的自然地理

和人文地理互为表里，似乎自然地

理是人文地理的"载体9气神圣地理

是自然地理的意义。其实不然。只

要到那里生活一段就会发现 9 这两

种地理是互相渗透、互相生成的。

当然，我们并不想就此说它是一种

原始思维的互渗规律(列维一布留

尔， 1985)① 9 说它是各烟屯的一种

思维方式就足够了。各烟屯的社会

实践并非完全是杂乱无幸、变化无

常珍而是具有和其他人类学模型一

样的结构。只是这种结构处于不断

地调整，与社会实践保持辩证统一

的关系。象征符号作为事物互相之

间的"代表"，具有积极、活跃、易变、

能产 (R. R. K. 哈特曼、 F. C. 斯

托克， 1981: 85严的特点，因而在

人类学研究中难以把握。用结构主

义模式来确定符号关系，无疑是一

个可以驾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作

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然而，结构

主义二元对立的方法要求各个结构

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稳定不

变，因而它是一种静态研究的方法。

结构主义不仅忽视了行为主体的主

观能动性，而且忽视了历史的作用。

看来，需要给结构主义一些活力。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 971 )提出结构与能动体 (agency)

的问题，把它们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

① 根据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的观点，在原始人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可以使它

们自身，也可以使其他东西。它们也可以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同时又留在
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

② 亦称"能产性，，，.生成性""创造性"( creativity)语言学术语，指使用各种人类语言的人"能

够理解和造出以前未曾听过或说过的句子的那种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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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

象的意识形 者们开 内

变

?泸门

、协戈IJ 等心理活动

始把目光转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 要方式 9 从而也是文化符

活动。构建或者解构一个系统 9 形叫。

其核心在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不对

、不平等性。实践人类学家把历

史的人和社会的人作为分析单位 9

根据他们言行来理解事件的过程 9

理解结构特征再生或者变化。人类

行为不仅有自己的结构，而且本身

处于结构中并且与结构相关联。实

践人类学家反对柏森斯和索绪尔把

人类行动等同于规则的实施9 也反

对夸大个人动机、强调个人无限制

的自主和自由。 他们认为乡人类行

动主要取决于实用选择、利益均衡、

决策和谋咯。萨林斯强调现有社会

关系变化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结构

的变化产生于社会再生的失败。但

是J也指出，持不同世界观的一帮人

掌权?并不一定等于社会结构发生剧

烈变化(萨林斯，。历史并不仅

仅是人们经历的一般事件 9 而且是系

统强制作用下的创造物。文化符号

日才田野工作中的心智活动:

肌体?跋山涉水;运转意念 9 探讨学

理。在英戈尔德看来 9 民族志因描

述个案丽立足相对主义 9 人类学因

比较研究而基于普遍主义?从倾向

来说这是对的 9 但是不能把它们

立起来而绝对化 9 因为它们毕竟属

同层面:民族志是基础 9来自多

变的生活世界 9 当然相对性较强;人

类学在民族志基础上做比较研究 9

偏重理论抽象?当然普遍性较重。

民族志和人类学如果存在什么差别

的话 9那也只能是暂时H悬置"的结

果 9 即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使"悬

置阿和"断裂何从而"二元对立押成为

研究者和阅读者的"偏好999 谁都愿

意把事情说得简单明了 9一就是，

二就是二 9泾渭分明。然而 9 我们的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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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却并不那么简单，它变化 发地走向现代化，或者是外发地走

多端，时时翻新 9 只有简化和悬置才 向现代化，其现代化的过程都是永

能加以把握，所以，我们要清醒地意 远不能完结的，即现代化是一个永

识到，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学问，无 恒的主题。只是为了便于论述自己

不是简化和悬置的结果，和生活世 的主张，为了便于让对方接受，或者

界存在距离，需要在不断的对话和 说是为了迁就人类的思维极限和生

质询中不断更正 9不断更新。 物性懒惰?我们想象、设定、接受和

宣传现代化的标志，并且有了颇具

在各烟屯，在 u现代化"的背后 说服力的量化指标。只要我们不能

总会出现地方化的道教的影子 9 物 在"量"上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质的"现代化"并不影响由道公和道 的比例，只要我们不能证明一个有

公执掌的道教的力量，就像西方社 关两种文明合理结构的"普遍定

会中的许多科学家仍然信仰宗教一 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暴力、想象、

样。各烟屯的道教及其精神文化是 国家、民族，只要人类不能摆脱理性

一种问语法"，它控制着人们怎样"说 与文化的冲突，我们就不能找到一

话"。现代化的物质"暴力"并不能 个举世公认的现代化模式，就不能

使他们感到非常惊讶，他们以一种 规定出有关现代化的数学的、物理

平常之，这看待变化着的一切，好像 的、化学的公式。作为过程的现代

一切都是H玉帝""三清何安排的。他 化，它不仅存在于我们所处的客观

们不怕金钱，不怕电视，不怕城里 世界中，也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世界

人9 因为金钱、电视、城里人早已经 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向现代

在他们的文化格局中有了位置 9 放 化，或者说，我们就是现代化的一部

到那里ω说话"就是了。他们不像城 分，而现代化是永远不能完结的。

里人那样怕死，生与死是按照自然 现代化是时间，时间不会停滞;现代

的节律来出现的。他们没有城里人 化是空间 9 空间没有界域;现代化是

那种"怒气冲天'气惩罚与宣判似乎 政治和经济，政治和经济只有在永

是在平静中进行。 远的创造中存在;现代化是信息，信

无论哪一个社会，不管它是自 息就是差异。各烟屯的人有的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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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不

社会 活之

生产规则。人们利用而不

生产规则，在实践活

1见的

τ2 
/、、 丢

口

为

℃芽
。/、、 告IJ

人

中不仅满足了个人利益 9 也在某种 质和人的其他因素的作用 9 从而最

程度上再造了文化和社会秩序 终认识到这个产品的真正价值。

文化 9 文化制约人;社会结构和个人

关系是互动的 9 而互动的存在形

实践。人类的实践是一种能

动行为 9是一种不断的设计

从这个意义上说号实践是现代化起

点和终点。既然文化是人创造日'J , 

那它就妥体现一种主动性，体现一

种自主人的意志。文化里经常有自

我矛盾 9 牵强附会的因素 9 可供人们

自主选择 9 以便谋取经济的、声望

或者感情的利益。与其说是文化在 人类学者叉

控制人、奴役人?倒不如说人在利用

(Pierre Bourdieu , 1978) 。 λ」创 i圭

文化和顺应文化。 如果我们承认人

实践的主体 9 那么 9 通过实践看到

界的重要性 9 强

要性。他认户川

押 (common

9 这是一个不可能实

尔德问道:如果目

，那么

主
立

、
，
τ
，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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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一

族志吗?这些他们都试过9 都不成

功，反而离我们的生活世界越来越

远，不能力口人也不能回答社会生活

的重大问题。英戈尔德呼吁我们发

挥人类学的优势，深入生活 9深入实

际，在田野工作而非安乐椅中做人类

学的哲学思考，人类学者是人类学的

哲学家。不过9英戈尔德还是过多强

调了人类学的学科界限，忘记了格尔

兹说过的一句话:跨学科只能在哲

学层面上实现9反过来说，哲学也要

有跨学科的基础。推论起来，人类学

的哲学不应该和安乐椅教授们的哲

学有本质不同 9 只是人类学者更贴

近生活世界，从学科生态链的一端

充实另一端(即哲学)的论点;它们

是整个学术活动过程的组成部分。

从 1997 年延伸到 1999 年的田

野调查结束了，我在各烟屯和瑶族农

民前后相处了六个多月。 J珞城河水

卷着石块在脚底奔流，长途跋涉的汗

滴在脸颊上流淌 9 瑶族朋友的幽默号

"土茅台

;清奇新气息'继续占据着我的忠思、绪。对

于社会文化人类学来说，研究就是行

动，它不仅在于心智的思考，也在于

肢体的劳作。在参与观察中 9我们在

原有概念和术语体系中进行选择，同

时还进行相关的比较、阐释和更正。

我作为一个被种种现代身份"分割"

的人①，在各烟屯度过的日日夜夜

中，领悟人生，回归自然。我的瑶族

朋友有自己的一套分类系统，是一套

间万物玄同飞让你至今想起来还感叹

不己、激动不己的分类方法。我们这

些人知逗怎么样生活 9 却常常忘记了

为什么生活。人生不过百年。

广西，我曾经来过:那是在攻读

硕士学位的时候，十四年前的一个夏

季。我和同学海洋、学君在导师金先

生的率领下，从南宁去了龙胜，看了

花山，吃了糯米，坐了洋船，挤了汽

车。那次调查是流动的调查，我们的

行踪构建了一条"流动的疆界"。广

西，我又来了。将近二十年前，中共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已成

定势，十几年间，全国上下经历着迄

今仍在继续的市场化转型。一切都

在变化，从观念到体制;一切都在流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蒙古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卡尔顿学院弗里曼人类学教授

(2000-2001) 、博士、主任、已婚、中年、A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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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从结构到实践。这次，我又来到 是说，特殊性与普遍性属于不同层

广西，离开儿时显得那么遥远的北 次，可以并行不悖。即使如此，同一

京，不是去追寻过去的行踪，而是去 层面上的文化对话仍然必要，这是

观察和捕捉流动的社会和文化疆界。 跨越文化民主域，取得高层面共识的

不断流动的疆界等于不断勘定的疆 基础。对话是一种"能"，是一种

界，无限大的视野等于无限小的关怀。 "气";在"能"和"气"的作用下，"形"

这是动与静、宏观与微观的辩证法。 (物质性)与"神"(精神性)发生互

动，产生意义，促动实践，转生认知

英戈尔德引哈洛韦尔和贝特森 (纳日碧力戈， 2011) 。

的论述，说我们的认知和思维不能 英戈尔德在演讲中指出，人类

止于"皮肤"或者自我，如果加以发 学者不是在研究他者，而是和他者

挥，就是说不能满足于"我思故我 一道研究，这很深刻。不知英戈尔

在"，不能因"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 德是否同意: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

之乐"而迷惘。如果我们把研究"下 构成一个开放的研究过程，它们是

放"到生命活动之上，如果我们留心 一个整体，而不是对立的两门"行

观察生存智慧，以生态的眼光、关联 当";与他者一道研究的背后是"万

的视角观察世界万象，就够跨越各种 象关联"的生态思想，我们在关联中

相对的人群分类，以辩证的观点看问 描述细节、提升理论，我是环境的一

题，既不失去亲身实践，不脱离生动 部分，环境也因我的存在而多了一

的社会生活，也不脱离高于生活的哲 份复杂;民族志和人类学共同构成

学思辨，不放弃追求美德，在纷繁中 的过程应当有这样两重含义:一是

梳理共性，在相对中提炼普世。 纵向上运动中的时空连续，一是物

在不同的历史脉络下，在具体 质为一端、精神为另一端的"心物"

场景中，不同的文化会有不同的发 连续。庄子"绝圣弃智，大盗乃止"

展观，不同的发展观会指导不同的 的语录也包含这样一种万物共生的

行动，不同的行动造成不同的后果。 生态观，放弃争当圣贤、斗智斗勇，

文化共识在同一层面上难以达成， 不走极端，人心齐平，也就杜绝了欺

共识只能在更高层面上达成，也就 世盗名的行为。打个比方，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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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于"物"，人类学相当于"心"，心

物相连，形神相关。在全球化和数

字化的全新世界里，民族志与人类

学的关联更加密切，互溶也更加普

遍，互主性也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

一方面，物质、图像和观念的流动史

无前例;另一方面，"对象族群"也有

了自己的民族志和人类学的专家，

加入学术生态链，发出自己的声音。

此外，绿色环保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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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早期的民族志写作风格尚未形成定式 9 种类繁多 9 有些文本充

满写作技巧上的探索。但 20 世纪 30 年代后 9 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

夫布朗为代表的功能主义逐渐一统天下 9 功能主义民族志也逐渐成为民

族志写作的规范格式。随着语言学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及其影响的扩大号

以列维一斯特劳斯为首的结构主义崛起，对象的意义问题引起人们的关

注?至 20 世纪 60 年代解释人类学作为一种新趋势登上人类学舞台 9 从而

动摇着功能主义的"霸权押地位。传统的功能主义写法再也不是唯一可供

选择的范式。有的民族志作者已失去沿着传统叙述风格继续时走下去押的

信心。于是，实验民族志为达成更高的民族志真实性在表述形式上进行

着探索。

从文体特征看d忧郁的热带》是一部带有实验风格的自传性游记。与

作者简介:

李立 (1970 λ 男 9 云南昆明人?云南师;也大学文学院教技 9 三南大学民族学陈士 h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出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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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林诺夫斯基在面对公众的书写中施展的"隐身术"形成对比 9 斯特劳斯在

这部公开发表的作品中真诚而艰苦地暴露、"解剖忖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

言辞锋芒毕露地充盈于字里行间。这部著作出版十多年后，许多充满双向

建构精神的实验民族志被书写出来。与以往的文化书写相比，这是单向度

建构向双向度建构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斯特劳斯堪称实验民族志的

先驱。

与实验民族志相比，功能主义科学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叙述声

音的独白性。虽然对异文化的描述是民族志研究旨趣所在，但读者透过字

里行间看到的往往是书写者站在本文化立场、价值发出的单一声音。因为

民族志文本是建构的产物，即使身处同一田野，不同作者所看到所书写的也

并不一样，所以号称科学的民族志同样无法避免"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押的命运。一方面，社会变迁造成研究对象的社会经济结构、日常生活、

民俗信仰等状况发生了变化，使后来的研究者对前人研究的客观性产生怀

疑;另一方面 9 不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生活背景、方法论取向、兴趣点的不

同也导致他所看到的与别人看到的不同。

而最具有实验j才精!情昔神的民族志'体现出的是实验者努力摆脱这种研究及

表述的单向度号从对象那里抽身而出、反观自身 9 是互动取向和自我取向 9 对

科学民族志形成H反动

志作者完成这场文化/人类学反思。在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原先封问于学科

场域、支配着话语/权力的知识生产者的单向度权威才会向学科与知识之外

开放和让渡。然而，写作中再激进的权力下放，最终还得由那个握有终极权

力的人 写作者来确定话语的呈现方式。于是我们发现，强调瓦解民族

志权威的"对话性文本飞与之前"独白性文本何一样 9 也不过是一种写作方法

而己，其中，任何一种模式并不能成为优于其他模式的权威模式，它们都不

是民族志最终的归属。就此而言 9 独白是必然，完全不受作者独白制约的对

话只是革新者的乌托邦梦想。

民族志的终极目的是真实的表述对象与研究者的民族志经验 9 我们无

论做/写付么，怎样做/写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因而 9 事实也罢 9 故事也



罢，甚至小说的形式也罢?只要有利于这一日的均可吸纳至IJ 民族志的书写

中。小说叙事雪也许不具各事实性或客观性 9 但却具有意义甚至意义

却具有真实性甚至是超过事实、现实的真实性J立一点也许是它与民族志表

述的创焊接点"。因此 9 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小说与民族志的真实性以及"故

事"与创事实押在民族志研究中的位置 9讨论民族志书写对小说叙事借鉴的可

能性。

:功能主义实验民族志 小说叙事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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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民族志写作风格尚未形 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从

成定式 9种类繁多 9有些文本充满写 知识表述或说"叙事"的角度总结了

作技巧上的探索 9 比如阿道夫@班 时代状况的最新症候群:以往在知

德@利尔以民族志陈述形式写出的 识上可能达成的"共识"现在巳不可

关于普博洛印第安人的小说9 博尼 能 9总体的"宏大银事"正被各种局

斯以纪实文学的手法整理文化资料 部的、寻求着各自合法性的"小叙

(乔治. E. 马尔库斯，米开尔@ 事"取代，各种"叙事"范式之间不可

M. J. 费彻尔， 1998: 49) 0 20 世 通约，对话与协商呈现出一种"游

纪 30 年代后，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 戏"特征 9人们开始从对象本身转而

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功能主义 关注对象的表述，体现出对表述的

逐渐…一统天下，功能主义民族志也 策略和技巧的追求，原先制度化的

逐渐成为民族志写作的规范格式。 规约因素如总体视野、统一的范式

随着语言学领域研究的新进展及其 风格和"宏大理论何模式的权威渐渐

影响的扩大，以列维斯特劳斯为首 松弛，对象的认识失去统一的范式 9

的结构主义崛起 9 对象的意义问题 对象的表述也失去统→的范式。

引起人们的关注 9 至 20 世纪 60 年

代解释人类学作为一一种新趋势登上

人类学舞台，从而动摇着功能主义

的"霸权"地位。然而，民族志的功

能主义写法去IJ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

和权威性，这主要表现在"民族志现

实主义"这种由功能主义开创的写

法依然被视为评定民族志好坏与可

靠性的标准。功能主义理论式微而

功能主义写法却依然如故 9 这种历

史遗留下来的H错位"肯定有其不合

理的一面，当然会遭到来自各方面

的挑战。

"实验时代具有折衷、脱离权威范式

而进行观念游戏等特点，提倡展示

与反省，对于在实践中的事物 9采用

开放态度，对于研究方向的不确定性

与不完善性采取宽容的态度。"(同

上: 1 1)乎在式的危机同时就是表述的

危机。这种危机源于"对描述社会现

实于段之充分怀疑网上:2日。

一、列维斯特劳斯的自白

从文体特征着， ((忧郁的热带》

是一部带有实验风格的自传性游



9 试加解i卖。

H我讨厌旅行 9 我恨探险家。然

我预备要讲述我自己的探 又能怎样呢?斯特劳斯的自

险经验。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

斯，2000: 1) 第 37 章"奥古斯都封神论"基

这是一个冷漠丽充满否定性的 于个人并非独特的经历及其引发的

声音 9它预示着即将开始的追忆是 挥之不去的困惑 这种困惑

无可奈何的气氛中展开的。 带有由于洞察到人类学这项事业实

除了情感上的消极基调之外 9 理智 质而带来的虚无主义的意味一…斯

针对人类学这项事业以及人类学家 特劳斯为人类学家绘制了一幅提

个人在这项事业中充当的角色充满 式的肖像"得使自己不受注意 9 但

怀疑: 又得随时都在;要什么都看见、什么

都记得、什么都注意;要表现出一种

叫人丢脸的冒昧 9 向一个满鼻都是

鼻沸的脏鬼求取消息999 与此同时 p

村自( : 4(8) 

关有田
业

L

巳
钊
刊U

么要不厌其烦地把这些

无足轻重的情境 9 这些没有什么重

大意义的事件详详细细地记录 F来

呢(同上)所记有何意义?记这有

何意义的所记又有向意义"这样

做 9值得吗(向上: 2)对于普通公

众而言，人类学事业如同探险，而探

险又如同品种招保观众的时生

"跑一堆路 9

就

" 

他心中充满疑虑"放弃自己的环

境，放弃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方

式;花费相当大笔的金钱和可观的

9危害自己的健康 9难道所有这

一切 使自己能

9 注定不久就录 够被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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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绝种的人物所接受吗?何况那此 明智的人已开始在沿着学院的阶梯

人最主要的工作不过是相互捉蚤子 往上爬:那且对政治有兴趣的人，像

和睡大觉。"有时，这些人会从人类 我以前那样，已经成为国会议员，不

学家面前"不怀好意地""突然失踪" 久就要当部长。而我自己呢?仍然

"拒绝被人看见 在沙漠荒原中踱来踱去，在跟踪几

好在附近游荡、消磨时间，重新咀嚼 个病态的残余的人类。" (同上:

已经到于的有限的资料"，"不然就 488二489)"这一切会不会只是我自

是给自己安排一路琐碎的、无意义 己所玩的一种手法，一种聪明的旁

的工作，像量量两个烧煮食物的地 门左道，其结果能使我重拾旧业，而

点之间的距离，或者计算一下那路 且是带着额外的优势，会被人承认

被弃置的小屋到底使用多少根树枝 的优势?气同上: 489)一一正像中国

之类"(同上: 487) 。 历史上演的那且学识平庸却又精有

这一幅幅看似荒唐的画面背 于世故的读书人行走"终南捷径"的

后，执著的学者也许会本能地读出 闹剧。或者是出于人格缺陷的一种

人类学家的"职业献身精神"，然而 9 蓄谋已久的逃亡"我自己和自己的

支撑人类学家"献身"的动机实际上 社会情境之间存在一种深藏的不适

并不那么简单和纯粹。把人类学家 应的表现?这种深藏的不适应会使

当作一个普通从业者来对待，他也 我不论是做什么，都无可避免要感

有常人的思想感情，有世俗的考虑， 到与自己的社会情境越来越疏远"

并将这种考虑掺杂在对人类学这项 (同上)。无论这是一种"迂回的进

事业的思考中"为什么我跑到这里 人"的把戏，还是一种人格不健全的

来?我到底是希望些什么?我的目 征兆，最终的结局都是"离我远去"

标到底是什么?人类学研究的本质 的异文化之旅"并没有向我展现一

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像其他正常 个新世界 9 反而是造成把我带回到

的职业那样的一种职业?" (同上: 原来的旧世界去的结果，那个我一

488)"我离开法国，中断我的大学学 直在找寻的世界在我的掌握之间消

院生涯已有五年之久。在这五年的 失于无形"，"失去了我本来认为他

时间内，我以前的同事里那些已比较 们会带给我的意义"(同上)。同时，

回'2"



对话与反思:实验民族志叙述分析
援筋2拟

这一历程也把"我"改造为一个"不 的化身一一的浪迹出走，在斯特劳

再对两个不同的世界具有完整的意 斯的叙述中有着近乎怪异的原因:

识"的"精神错乱者"。在这错乱与 首先，他喜欢自然而不喜欢社会;其

恍惚中，"我觉得在困扰着我的这些 次，最直接的是他要选择一种"向整

问题可以作为一场舞台剧的主题" 个既成秩序挑战"的方式丽不是通

(同上: 491) 。 过"既成体制"娶得国王奥古斯

在画满词汇表、素描和谱系表 都 另一个主角一一一的妹妹，"他

的纸张背面，整整六天，"我"不停地 决定取得隐遁者的声望，使他能使

写着，这就是未竟的剧本《奥古斯都 社会摊牌，使社会让他得到社会本

封神论)) : "剧中有两个主角，他们从 来就准备赋予他的女人" (同上:

小就是朋友，后来各自追寻不同的 494) 。在他的倾诉中，人类学苦恼

事业，在两人事业的紧要关头又重 的主题再度悲壮而滑稽地回响"我

逢。其中一个，自以为己放弃文明 失去一切。，，"甚至连那且最具人性

世界，却发现自己原来是在用一种 的对我都变成不具人性。为了填满

相当复杂的方式重回文明世界，不 那些无止无尽的空虚时日，我便背

过那种方法把他本来相信要面对的 诵艾斯琪路斯或索福克里斯给自己

选择意义与价值都摧毁了。另外一 听;我后来对其中一些片段熟悉到

个人，从出生开始即被挑选出来要 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现在我去

过高级社会生活，享有其中的种种 戏院的时候，已经无法享受剧场的

荣耀。发现到他的一切努力都是倾 美了。每一片段都令我想起灰尘满

力导向于一个把上述那一切都化为 天的道路、炭烧过的草和被沙子弄

乌有的结局;而这两个人，在试图毁 红的眼睛。"(同上: 495)一切努力换

灭对方的时候，却都同时是在寻求 国的只是被他本人清醒意识到的谎

一种方法，即使是因此而致死也在 言和虚元，因为"那经验本身就是空

所不惜，要把对方的过去所代表的 虚;我所看到的大地和这里的大地

意义保存下来。"(同上: 492)那个起 近似，草叶也和这片草地一模一

初立意要抛弃本文化的主角"桑 样"，然而，我的"游记仍然还是不得

纳"一一他明显就是斯特劳斯自己 不采取一个令人出神、可以吸引人

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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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注意力的说故事方式"去表达那

些"茫然空虚""不具意义"的东西

(同上: 496) 。

如此残酷的、充满戏剧性的自

我剖自 9从理智的反面，从《野性的

2000卢。与马林诺夫斯基在面对公

众的书写中施展的"隐身术"形成对

比 9斯特劳斯在这部公开发表的作

品中真诚而艰苦地暴露、"解音。"自

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言辞锋芒毕

思维>>((结柑人类学》等由晦涩的符 露地充盈于字里行间。这部著作出

号和坚硬的辞藻掏筑的巨著 H背 版十多年后，许多充满双向建树精

面"，向我们暴露出斯特劳斯制造的 神的实验民族志被书写出来。与以

"恶魔般的文化机器"(克利福德@ 往的文化书写相比，这是单向度建

格尔兹， 1999: 418) 为什么会以不 构向双向度建构的转变。在这个意

向凡响的方式运转。公众借此得以 义上，斯特劳斯堪称实验民族志的

窥见他作为凡俗者脆弱的一面，研 先驱。

究者借此得以对其施行 H精神分

析"，而从记录并建构一种新实在的

角度，斯特劳斯留下了与先验理性

主义的结构人类学截然不同的另一

二、民族志声音:独自

还是对话?

笔遗产:这是一个把自我与对象的 叙述声音是叙述者在文本中的

关系化为对象的"故事"，其中，含有 基本存在方式。在许多叙述学者那

不同凡响的勇气。 里 9叙述情境和事件中透露出来的

一个善于思索的人，总有一天 观念经常与"叙述声音"这个概念联

会走向思考自我。斯特劳斯正是这 系在一起。按照热奈特的说法9叙述

样。詹姆斯@布姆说， ((忧郁的热 文本中始终有两个相互关联又彼此

带》是"一部自传 p 它在发现一种跨 不同的问题，即"谁在看"和"谁在

越文化、超越历史的 6语言 9 句并在发 讲"，与前者关联的是聚焦的问题9与

现一种方法的过程中分解了‘自 后者相关的就是叙述声音。我们这

我口气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9 里谈论叙述声音问题9也是要透过民

① 参见该书"封底书评"。



木

题。 文本 9他们

虽然人类学家的自

与观察、访谈和对话的基础 离出来作为自

的《金枝》是其中

人，

感到有一个压倒一切

从未走出书斋步入异域 9 仅仅依赖

?就洋洋洒洒完成

?其他声音仅仅被当作它转写 部鸿篇巨制。

或引用的信息报 9甚至被彻底遮蔽、

民族志作者要始终保

控制权 9 并使

何挑战?

84)指山 9 20 世纪 20 年代由 上。

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

所创造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英国民 面都给予

民族志的缺陷 9

9 人类学研究应

段较长 学

t
u
f

察
类
有
归

现
人
所
其家应该"对整个部

族志传统。 2002: 的号并且ι把握土著人的观点、

(一) "土著代言人飞科学民族 他与生活的关系、搞

志传统

和布朗

界的看法"(

的调查不同，

: 18) 。与一般意义

田野

① "民族志"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志包括{I]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

象的记述，狭 义的民族志专指始于 20 世纪初的作为现代学科之一种

此处我们采用的是广义民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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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理论和民族志三者结合起来， 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直接观察"

包含了一整套完整的规范。这种选 (direct observation) 与"亲身参与"

择一个特定社区，以"参与观察"为 (personal participation) 。奇怪的

主要方法，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 是，虽然他花了大量时间与土著呆

查，以达成对异文化客观认识为目 在一起，参与他们的生活，观察发生

的而撰写的民族志，被称为"科学民 的一切，聆听他们的故事，但最终这

族志"0 1922 年出版的两部著作，马 些他如此熟悉的士著却没能够在文

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本中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西

和拉德克里夫一布朗的《安达曼岛 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马林诺夫斯基

人ìì ，奠定了民族志作为经典的研究 曾宣称"唯有符合以下条件的民族

手段和写作范式的地位。 志材料才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价

科学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特征在 值，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且材料是由

于叙述声音的独白性。虽然对异文 直接观察和土著人的陈述和解说得

化的描述是民族志研究旨趣所在， 来的，哪些材料是作者基于他的常

但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看到的往往是 识和心理领悟得来的。"(同上: 2)但

书写者站在本文化立场、价值发出 在刚刚表达完上述意思后，紧接着

的单一声音。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 他又提出相反的观点"在民族志

特罗布里恩、德岛民和布朗笔下的安 中，原始的信息素材是以亲身观察、

达曼岛人既没有名字，也没有引人 土著陈述、部落生活的纷繁形式呈

注意的个性，他们甚至不在文本中 现给学者的，它与最后权威性结论

开口说话。这种由马林诺夫斯基和 的提出，往往存在着极其巨大的距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开创的民族志作 离。民族志作者从涉足士著人海滩

者替当地人发言，作者具有极高解 并与他们接触的一刻起，到他写下

释权威的英国科学民族志传统，一 结论的最后文本为止，不得不以常

度成为民族志写作的唯一程式。事 年辛劳来穿越这个距离。"(同上:的

实上，20 世纪的前 50 年，科学民族 为什么科学民族志要以一种标

志己经成为人类学家们书写民族志 榜客观的权威者的声音压抑和限制

的原型。 土著的声音?我们只能从英国科学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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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行其道的

的人类学家相信借助正确的方法一

和

和"扶手椅"人

类学的革新姿态开始他们的人类学

民族忘却

清界眼?凸显 为首要选

择。与之前"类民族志押作者

出身不同，人类学者受过专门训练

的背景为他研究结果的科学价值似

乎提供了某种保证。马尔库斯和费

彻尔(1998:认为 9科学民族志的

权威性最重要来源于一个"科学

言"，即"受过专门训练的田野工作

者所提供的研究结果比更长期地呆

在异域的传教士和殖民地行政官员

所做的观察和发现更为可靠忡。另

9与"扶手椅人类学家押不同 9人类

的魔

术般能力'气刘雪婷， 2007: 1 。

9 这个看似不证自明的

田野

的

时 9 中
百U

强调他的自野经历与田野时间。而

与长期滞留在异域的传教士、殖民

地官员的比较中 9 他搬出了自己的

身和接受过专门性的科学训

练。我们不妨反其道而行之，将他

的田野时间与传教士、殖民地官员

比较 9将他的科学训练与书斋中同

样身为人类学家的前辈们比较 9 那

么 J也不可挑战和比拟的优势是否

还存在?而且?有过异文化研究经

历的人，都曾体验到这类研究在科

田野工作者曾经在创那里忖 学性之外不可剥夺的人文性 9 比如 9

呆过一段不短的时间?他获得的是 研究过程带有的个人色彩和偶然因

亲身经验和第一子的材料9 而非来 素 9与研究对象之间 H剪不断 9 理还

路可疑的"二手货飞这也为文本确 乱"的情感纠葛 9 以及面对海量材料

立了一定的权威。 时犹豫再三地取舍与评判 9 等飞了。

(或至少是土著 在认识论上 9 田野研究不是去寻找

的代言人)押的奇异能力(或资格) 于那里的事实?而是田野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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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建构对象的过程。

民族志文本是建构的产物，即

使身处同一田野号不同作者所看到

所书写的也并不一样。号称科学的

民族志，同样无法避免"一千个读者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命运。近几

十年来 9人类学史上著名的公案J象

德里克@弗里曼 (2008) 在《米德与

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中批驳玛

族志是最具有实验精神的民族志，

前两种实验类型的一个共同之处是

面向对象本身，朝对象纵深处开掘

或剥离对象上附着的杂质以"提纯"

对象 9这与科学民族志表达的是同

一个方向的努力，是对象取向。而

现代主义民族志体现出实验者努力

摆脱这种研究及表述的单向度，从

对象那里抽身而出，反观自身，是互

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研究。一→A方 动取向和自我取向'对科学民族志

面， t丰社土会变迂造成研究对象的社会 形成H反动

经济结构、曰常生活、民{俗杏信伺仰1等状 代主义民族志有四种{修彦辞策略:对

况发生了变化 9 使后来的研究者对 i话舌、话语、合作文本和超现实主义

前人研究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另→ (乔治. E. 马尔库斯'米开尔@

方面，不同研究者的失知日识结掏、生i活吕 M. J. 费彻尔， 1凹99锦8: 75引)。

背景、方法论取向、兴趣点的不同也 对话文本的共同点是把研究重

导致他所看到的与别人看到的不 点集中于人类学家和报道人之间的

同。正如格尔兹 (1999: 396) 所说:

"所有的民族志只有一部分属于哲

学 9 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研究者的

白白"

(二)在对话中兴起的实验民

族志

马尔库斯和费彻尔总结了西方

对话上 9从而展示"民族志知识是如

何产生的罗'这一认识论问题，例如，

鲍文的《重返笑声))，描绘她在田野

工作中的伦理困境，让@布里吉的

《永不生气》再现作者如何克制田野

工作中油然而起的恼怒、敌对情绪 9

又如，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

民族志实验的历史?他们把这些实 思》、杜蒙特《头人与我》以及卡洛

验文本分为三类:心理动力学实验 斯@卡斯塔尼达的"唐璜"系列等文

文本、现实主义实验文本和现代主 本。另一共同点是大量采用民族志

义实验文本。应该说9 现代主义民 作者的田野记录和日记，其中，布满



，亏

图穆部落收集解释他们

从中提炼出用

" 

民族志如何通过对自

文本采加工999 从 民族志 T' ，

的真正目川 9

&‘ 声音被人类

可靠的资料掌握。"他把田野工作 学家μ滥用飞

的全部资料摆在读者面前，功i卖 人类学家的

者自己去判断这些材料能用来做些 个突出特征是文本

([可上: 104-105) ，他提示读

者其文本的核心意图在于提拱一个

充分展示

生日
叮，、 式

H声音飞观

学者、对象及

相依互动关系的机会 9 并由之而触 制制译卡希那

发对传统表述形式的怀疑。 音"担多种 H

利用话语来实随的修辞策

" 

如

士
尸

4武

观点叮彦

9再使对话附属

饰、削减

1 ，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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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程序 9 无论这种"于术"是有意而 解读、传译可能会成为"主观的过度

为之，还是在一种学科惯习、理论无 解释"，对此。克拉潘扎诺的处理方

意识支配下被动实施的。合作文本 法是μ提供了经他编辑的访谈笔录 9

之为一种"实验丹就在于使单向度的 邀请读者一起对这且素材进行解

一种"声音"充实、扩张为多声部的 释"(乔治. E. 马尔库斯，米开尔@

"共鸣" "喧哗"。这样的文本如伊 M. J. 费彻尔， 1998: 107) 。他向

安@马伊耐波与拉尔夫@布尔麦尔 读者坦言他对解释、传译图哈米"隐

合作的《我的卡兰乡村之鸟))，多那 喻"的意见以及变相地成为图哈米

尔德. M. 巴赫、朱安@格雷戈里 "精神分析师押所带来的苦恼，供读

欧、大卫.1.洛佩兹与阿尔伯特@ 者进行H再解释"和"再分析"。这样

阿尔瓦雷兹合作的《皮曼人的萨满 做的目的，仍然是使民族志作者"去

信仰》。 权威化"，让读者参与解开民族志神

超现实主义民族志实验可举文 话的神秘H面纱"与德耶尔《摩洛

森特@克拉潘扎诺的文本《图哈米: 哥对话》简化编辑文饰以淡化作者

一个摩洛哥人的图像》为例，这是现 权威的做法不同的是，克拉潘扎诺

代主义实验中u最具挑战性"的一个 使文本材料编辑的人为性极端化9

文本。它提出一个难题:如何表述 同时极度透明化，让读者透视文本

和解读个人的内心体验。主人公图 的真实制造过程，包括对传译的处

哈米在表达他的痛苦和困惑时使用 理和解读传译时的犹疑，似乎他完

的充满幻想和回忆的"隐喻"，因为 全没有信心驾驭意义和文本。在叙

惯常的平铺直叙所揭示的日常事实 述技巧上，则借用超现实主义文学

已无法容纳他的心灵想要说的东 手法来描绘梦幻、无意识心理活动，

西。这种"活的隐喻"(利科语)具有 使整个文本看起来犹如H一系列互

"死的事实"无法比拟的真实性，然 动片断的凑合"(同上: 1(8) 。

而困难在于表述者与解读者都陷于 (三)在互动中"我押出场

一种暧昧的模棱两可的心智状态 9 科学民族志的叙述人称通常是

正像英国文学评论家燕卡逊(1997 : 第二人称复数，即使字面上没有直

63-241)说的"含泪类型"。作者的 接出现"他们"而出现"xx 人川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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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实际上也是用的第二人称复 暴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和内心的想

数。人称，如马丁·布伯( 2002: 法，这在叙述形式上自然造成"我"

31一119)所言，不只是一个指示代 的出现。反过来，"我押在科学民族

词，同时，也"捆绑"着复杂的权力关 志中的很少出现则意味着元反思或

系。用第二人称来叙述可以保持叙 不专门针对研究者自我情感、思想

述者与对象的距离，有效控制叙述 进行反思。"我"的出现是反思性的

者的主观感情介入，为整个叙述营 →个必要条件和必然征兆。"我"跃

造一种客观、科学的面相。我们提 然纸上，化为与文本中其他人物同

到，这种效果正是科学民族志作者 呼吸、共患难，同样有血有肉的人

为维持其科学研究者形象和文本的 物。作者不再隐身于文本之后，全

科学性外观所力求达到的，起初也 知全能地操纵着人物的话语和行

许确实有利于研究的客观与真实， 为，这正符合对话要求的平等精神。

f旦变得程式化之后却恰恰会阻碍或 人称的复数转为单数，个性化的自

损害民族志的真实性。许多情况 我就开始登场。"我"而不是"我们"

下，不套用这种貌似科学的程式、格 (本文化、学科传统)在发表自己切

调来写作，反而更切近于表述的 身的感想、言论，甚至与"他"或"他

真实。 们"站在向一立场来质疑"我们"，与

叙述人称的变化是实验民族志 "我们"进行对话。"我"方唱罢"你"

写作的又一个明确标记。实验民族 登场，我、你、他一并卷入到某一事

志作者往往采用第一人称"我"或第 件或关系性谜题中。

三人称单数"他"来叙述，例如，鲍文 一旦"我"从"书斋"走进"回

的《重返笑声》、布里吉的《永不生 野"，面对现实中的对象，与之发生

气》、杜蒙特的《头人与我》、卡斯塔 交互性关系，一且具体而现实的事、

尼达的"唐璜"系列、谢泼得的《爱之 情就会在"我押与他/她之间涌现、凸

叶》、萨达的《致命的言语》等文本均 显出来，"我"的经过设计或偶发的

以"我"来叙述，克拉潘扎诺的《图哈 言语、举止、行动会诱发、唤起对象

米》兼用"他"与"我"为叙述人称。 连锁反应，对象的特定反应反馈给

实验民族志的反思性要求促使作者 "我"，又会诱发、唤起"我"相应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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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行动与言说，如此循环往复。新 录者(对象参与互动，但不参与互动

生的、如果"我"不来到对象面前就 性文本的建构) 0 "我"可以说是互

不可能在"我"与对象身上发生的 动的主角，由描述"我"而切人互动

事、情、理就发生了。 最合适不过。"我"不仅在建构着对

"我"一一"他"互动的结果不仅 象的实在(经我看、我昕、我感、我

在对象上有所体现，而且也使"我" 思，透视对象) ，在建构着互动实在

受到各种层次的触动，引发出个人 ("我"与对象外在、内在的交往、摩

经验层面的具体情志反应或基于这 擦、碰撞、谅解和误解等) ，也在建构

种反应的文化间性反思。虽然在回 着"我"因互动而生的实在("我"因

野外、书斋内寻索、批阅关于异文化 互动而生的事、情、志、思与反思，如

的文献记载、理论学说亦会触发个 像卡斯塔尼达一样，震撼、迷惑甚而

人或文化的反思，但这种反思是单 土著化的过程)。互动实在是"我"

维的、只属于"我"自己一方面的，没 进行自我建构的实在，在文本中

有现实的、鲜活的主体间的互动。 "我"不仅充当叙述者的角色，也像

这两种类型的反思(单向度反思/互 一个有生命的主人公一样被塑造。

动性反思)的情境、心境及最后所得 经由"我"的讲述，读者不仅了解

自然是不同的。互动性反思由互动 "我"抽象的思想、理念及我对对象

双方合作完成，总是伴随着一些具 的具体看法，也结识了处于互动中

体的事、情、理的发生，这些事、情、 的"我" "一个生命"。而且，

理有许多是偶发、突发的、出乎"我" "我"犹如一个视窗或一个导游，经

的逆料与控制。互动性反思可以找 由"我"(不仅是作为理性的研究者

到事件性的出处和情感性的"触 的"我")读者可以更明白、切己地体

处"，甚至一段关于它的"故事"，因 察到对象的实在，好像发生在我身

而较"书斋式反思"更为真切和有 上的事、情、思也发生在他们(读者)

生命。 身上一样。"我"既是读者的眼睛，

互动有"我"多层面的情感、思 又是对象活着的、活动着的"反射

绪参与其中，"我"在互动中生成。 器"，对象在"我"身上烙刻鲜活的印

"我"是这种互动的当事人和唯一记 痕，"我"把这印痕展现给读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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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互动中，"我"是对象的影子， 到人类学家的另一种形象(孤独、对

在互动性文本中"我"亦是对象的影 土著的厌烦等) ，尤其后者，是在马

子。通过文本中"我"的叙述与塑 林诺夫斯基死后由其遗孀整理出版

造，互动实在得以显现出来并保存 的，对于一贯以"文化科学者"姿态

下来。"我"是互动实在的现实及文 出现的大师，这种自白反差极大，引

本的载体。 发了对人类学者研究真诚性的普遍

(四)在反思中对话 质疑。这种忏悔与自白在实验民族

实验民族志表述出现了这样一 志那里得到认识论的升华，拉比诺、

些"转向"，首先，研究的"目光"从对 杜蒙特等人的文本"虽然保留了早

象转向研究本身及研究者自我的体 期田野工作叙述中那种个人忏悔的

验，是为"反思";其次，研究的"主 特点，但也开创了关于田野工作以

宰"从作者转向对象和读者，是为 及田野工作方法论的严肃讨论"(乔

"对话";再次，叙述的人称从第三人 治. E. 马尔库斯，米开尔. M. J. 

称"他"转向第一人称"我"，从复数 费彻尔， 1998: 58) 。

"他们"转向单数"他"，是为"个我"。 在这些讨论中，反复出现两个

这一系列"转向"实质根源于对"什 层面的反思:情感层面的和理智层

么是民族志真实"以及"如何表述这 面的。前者针对自我，具有私人性，

种真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文 后者面向整个学科场域，有公共性。

科学表述危机"的中心议题是真实 自我暴露是以个人情感反思的形式

性的要求与这种要求之事实上难于 回应真实性要求。学科场域的反思

达成而引发的危机。真实性要求使 针对整个学科理论与方法以及意识

民族志表述研究者自我和对象内心 形态上的合法性，呈现出理性的一

两个维度扩展，并使读者有权监督 面"为什么人类学要这样‘做'，为

并参与到对真实性的评判中来。 什么民族志要这么写，这种‘做法 9

暴露民族志作者的内心世界是 和写法有没有含着杂质的动机。丹科

真诚性的一种体现。《忧郁的热带》 学民族志作者为确立其书写的权威

和《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出版公开 而压抑对象的声音，为向别人表明

了民族志作者的"隐私"，使人们看 自己的研究是一种科学而以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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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不露声色的语词、语调来陈述 的《尼萨》由十五篇对话掏成，记述

事实，或者为某种学科或学科以外 了两个来自不同文化的女人在生命

的意识形态目的而"制造"事实。在 周期的不同时刻相遇而进行的对

理性反思之下，这且大多在学科范 话。尼萨的生活充满暴力和悲剧，

式、场域关系的影响下塑造并程式 失去所有四个孩子和丈夫。她的个

化的"手术""伎俩"一一显形，遭到 人悲剧纠正了关于布须曼人是在主和

"元认识性的批判"。除本文化与异 宁静的民族、其生活是一曲田园牧

文化这组常被用于反思的对立项 歌的错误印象。"我"的发问围绕着

外，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知识群体与 自己深受影响的美国女权主义主

非知识群体、知识生产者与知识接 题，个人主张反复介入对话中，也许

受者的关系也纳人了反思的视野， 想从"她"那里寻求关于这种主张的

实验民族志的反思更多是从这个角 证明或反驳(同上: 88←89) 。而在

度进行的。归根结底，人类学研究 超现实主义文本《图哈米》中，主人

和任何其他研究一样首先是生产一 公图哈米的难题与文本作者的难题

种具有相对真实性的知识，而只有 几乎是同一个，不知谁创造了谁。

剔除由上述对立关系中潜藏的天然 在合作文本中，作者与对象一起完

不对称性所带来的权力对知识的 成文本、一起署名，而不是改编、概

"遮蔽"才能确保这种真实性。 括其话语。

对话是完成反思、达成共识并 对话文本"邀请"对象卷入并协

最终满足真实性要求的一个必要途 同民族志作者完成这场文化/人类

径。田野工作是民族志作者与对象 学反思。在平等的对话关系中，原

之间共处、共享同一历史时间和空 先封闭于学科场域、支配着话语/权

间的互为对象的过程，费边称此为 力的知识生产者的单向度权威才会

"同时性"。在对话文本中，民族志 向学科与知识之外开放和让渡。在

作者与对象一样处于迷惘、困顿中， 现实层面对话指民族志作者与访问

动凡人之情，而对象也会思想、讲富 对象(及第三者、翻译)间的交流，而

有哲理的话，甚至帮助作者解决思 在象征层面则指由民族志作者、对

想的难题。例如码乔ßß· 肖斯塔克 象各自代表的文化、群体间的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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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问

记录这两个层面

动实在。

的

, 2006: 296 

的阐释人类学句一

威性的单声部的。对话性和复调目

可以参与 中来。 族志则因瓦解了研究者的特殊权力

《摩洛哥对话》的作者德耶尔

读者判断他出示的初始材料能用来

做什么 9 萨达在《致命的言语》中有

意识地挑逗读者加入"我押的巫术去

蔽途程叶在自我辩护中为自己去蔽 9

克拉潘扎诺则完全抛给读者→个1昆

乱的、自己也没有解开的"谜团 999 让

读者自己去解 9 并明确地说"我已

经无能为力。"于是 9 作者的权威扫

地，然而，读者开始思考 9 并 H写押。

对话号而不是施受 9这是实验民族志

为读者所做的另一个转变。

如何克服民族志文本中人类学

者的个人独自对田野对话的遮蔽 9

让被研究者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自

由地表达他们的文化 9 真正使人类

了解异文化中发挥作用?反思

人类学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克利福

》一文中给出了

而被赋予挽救民族志单声部和去语

境化困境的使命。

所谓对话性的文本9 并非指

本最终呈现为严格的对话形式 9 而

是指对话性代替传统的作者的解释

性权威。在一部文本中，读者既能

读到作者的声音 9 也能同时读到来

自田野报道人的声音 9 真正实现

林诺夫斯基所说的民族志传达H土

著人的观点押。"对话何是书写者和

被书写者间的对话9 传递出两种不

同的声音。美国人类学家卡斯塔足

达的创唐璜押系列就是典型的对话民

族志 9人类学者卡斯塔尼达被印第

安巫医唐璜收为门徒?起初卡斯塔

尼达很自然地用人类学固有的方

法，即用西方面有的解释体系去解

释唐璜知识的文化意义。不过从第

开始 9 卡斯塔达放弃了刻

151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板的学术分析，以客观的方式描述 应在他人身上找到自我，在我身上

唐璜的传授和自己的内心感受，开 发现别人"，作者的独自则恰是对话

始了唐璜式的印第安巫术的性灵之 的反面(赵一凡， 1996: 62-65) 。

旅。在"唐璜"系列九本书中，我们 克利福德则将狄更斯的作品视作复

跟随卡斯塔尼达的思路，体验了两 调文本的例证。与对话文本让我们

种非常不同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昕 意识到田野报道人的存在这种小幅

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声音一一巫师 度的革新不同，复调民族志给予报

的神秘思路与人类学家的理性思 道人独立的写作者的地位。克利福

维一一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最后 德认为，复调文本"赋予地方性陈述

以人类学家彻底"土著化"结束，卡 以一个自为的文本空间和足够长的

斯塔尼达成为一个巫师领袖并开始 篇幅飞唯有如此，对话性文本可能被

授徒。 沦为作者唯一声音改造牺牲品的厄

"复调" (polyphony) 是借自音 运，更为激进的复调文本也许可以幸

乐学的术语，指由几个各自独立的 免(保罗·拉比诺， 2006: 298) 。

音调或声部组成的乐曲。米哈伊 经由克利福德的一番阐述，我

尔·巴赫金曾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 们发现对话和复调两种民族志间的

说比喻性地称为"复调小说"。按照 界限仍不明晰，两类文本共同之处

他的说法，自我无法确认自我，自我 在于都具有开放的结构，可以容纳

只是在他人那里才能求证自我。求 各种互不相容的独立意识和各具完

证之法即对话。自我与他人的似中 整价值的观念，也都强调研究者与

之异是对话的前提，知识及自我的 被研究者的平等对话关系，至于克

生成是对话的结果。对话双方平等 利福德所说的差异一一一对话文本中

互助的关系是对话持续、有效进行 被研究者的存在仅仅是能被我们感

的保证，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会使对 知，而复调中他已被赋予与写作者

话过早地终止。对话在我一一← 完全平等的地位，他也是一个独立

你一一他间建立关系，我是你中之 的陈述者或写作者一一这则是一个

我，你是我中之你。"我不能没有别 见仁见智、很难轻易下判断的问题。

人，不能成为没有别人的自我。我 对话与复调在自觉桂除民族志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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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

势还以地缘上越

长越好为标准。前者

" 

R 
67 

家乡的杨嬉春 (2001: 8) ，他曾

说过:

乡 日

常生活的结构轮廓是可能的。

使画面真实 9 本研究从一个在

区长大并经历了所描述的大部分社

区生活的参与者的视角进行描

述，..作者相信本研究所用的资料

是可靠的 9 所描述的生活画面尽可

能保持其完整性。忖

后者的代表如有长期实地调查

体验的阁云翔:

① 参见该书总序。

② 参见该书中文版自序。

自主
曰

7 年;自 1989

了 7 次回

① 

自

发

) 

命的过程号也是人类学这门学科得以

o 同土， 2000卢

才i舌民族志刊的书写尝;试是否

能桂除独自民族志的霸权和释放长

期处于被压制的"被访人'乡的信息 9

能否实现权力的开放，使文本具有

更开阔的格局 9更深厚的意味?

(五)对话的无奈

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和赵刚

(2006) 的《头目哈古》是两部对话性

文本的优秀作品。《林村的故事》全

文采用类假私人对话体的民族志叙

述 9从村党支部叶文德书记生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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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叙述了坐落在厦门市北端约 真实的文化传统。作者偶尔也呈现

十公里处，与小金门隔海相望的一 自己作为记录者之M境"和"情999 因

个闽南农村一←林村近半个世纪的 为尽量保留"这个记录原本的多元

历史。这部民族志最为人津津乐道 异质样貌"是他的自觉追求。

的是它的新文体，魏捷兹、何翠萍夫 我们可以在两部文本中清晰地

妇评论说"从人类学的角度看，黄 看到作者对研究对象话语权的尊

树民《林村的故事》可能是中国社会 重，<<林村的故事》以对话方式记录

的民族志中，到目前为止，最具 6 后 下来的无数次交谈，很自然地以第

现代'民族志取向的著作。" (黄树 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展现了主人公叶

民， 2002: 259) 与科学民族志权威 文德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我们对集

作者不同，在《林村的故事》中 9作者 国家政治符号和中国普通农民特征

只是扮演一个特定情境下"合适的 于一身的叶书记，和他活动其间的

提问者"，而林村的历史主要由"合 中国 1949 年后农村变革的宏大舞

适的回答者"叶文德书记来完成讲 台的了解和理解 9 来自他鲜活的生

述。最终f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林 命史以及生动的述说，而不是作者

村故事的叙事主体已经被问者和答 黄树民的反"客位"为"主{立"的判

者的共同叙事所取代。" (彭兆荣， 断。赵刚 (2006: 11)在如何处理《头

20(9)客位的作者与主位的叶书记 目哈古》的访谈记录问题上经历了

共同构造出一个完整的生命史共同 一番艰难的选择:在做前一访时，他

体，合作完成了这部民族志作品。 想到的还是学院式的材料处理方

赵刚在《头目晗古》的"作者序" 式， u好比第一章介绍部落背景、第

中说他的写作是"述而不作"，他八 二章刻画头目生平、第二章政权与

访台湾原住民卑南族 kasavakan 部 部落、第四章宗教与部落·…..."后来

落的头目哈吉，将访问的过程忠实 又产生了一个折衷处理的念头，效

地记录，并呈现为文，并不作理论的 法他所翻译过的《法国 1968: 终结

介入、建构。力图让叙述自己说话， 的开始》的二元结构，"把书分成两

借哈古的生活、作品自然呈现真实、 部分，第一部分是逐日的行动直击，

生动的人物和他所代表的原住民的 第二部分则是理论的反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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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稳楚

直到进入第五访，他终于确立了最 零散的、不成主题的、不成段落的与

终的写法，"我的任务就是把头目的 头目的谈话，整编到一个相对比较

形象给写出来就好了，其余都是多 成形的主题中。他为自己的后期编

余的。我要让我与头目接触的每一 辑行为辩护说唯有如此才能保证阅

天，在我意识得到的最忠实状况下， 读的JI民畅。这个确实成立的理由却

从我的感触与观点出发，去记录下 暴露了书写文化最本质的特点之

来。"(向上) 一，即在书写这个行为中，书写者保

这两部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当代 持着对文本中所有话语的最终编排

民族志在桂除作者话语霸权方面的 权。写作中再激进的权力下放，最

努力和实践。回到我们前面的疑 终还得由那个握有终极权力的

间，瓦解了研究者特殊权力的"对话 人一←写作者来确定话语的呈现方

性文本"真的能呈现人类学研究的 式。于是我们发现，强调瓦解民族

对话性吗?以文本的方式呈现的研 志权威的"对话性文本"，与之前"独

究对象的话语真的表征了一种平等 自性文本"一样，也不过是一种写作

的位置吗?答案显然不容乐观。为 方法而已，其中任何一种模式并不

了塑造叶书记这个人物丰满的形 能成为优于其他模式的权威模式，

象，<<林村的故事》选择了类似小说 它们都不是民族志最终的归属。就

的文体来表达。显然作者十分看重 此而言，独自是必然，完全不受作者

小说在谋篇布局、情节安排、人物的 独自制约的对话只是革新者的乌托

出场、活动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借鉴 邦梦想。

小说的常规，则作者对人物刻画和

事件安排的典型化处理就无从避 一、实验民族志与小说

免。用一个人的故事来展现一个村

落 35 年的历史，人们有理由相信， 有人这样问:福斯特的文学作

这当中作者充当着"提词领唱"的 品《印度之行》不是也很"人类学味"

角色。 吗?在写作之前，他亲自去了印度;

表白"述而不作"的赵刚最后忍 在印度，有他在剑桥读书时期的同

不住"还是动了一岛于肚γ'，把一路 窗好友印度籍学生马苏德的陪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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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导;福斯特本人也就民族冲突等问

题在当地进行了寻访;其中的"山;同

游览"极具异族情调;受害者穆斯林

医生阿齐兹的官司又具有强烈的种

族背景认同下的冲突@…..它与中国

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的《金翼》在质

量上有什么差异呢(彭兆荣， 1997)? 

(一)民族志叙事与小说的真

实性

一直持续着的实验表明淡化民

族志与文学界线的努力。以法国的

超现实主义运动与人类学的关系为

社会生活图景，小说也许是新民族

志表述最可借鉴的一种文学体裁。

小说是虚构造作的故事文本9 但虚

构之中却可见经验、体验之真实。

这一点可从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当

代小说作品正被列为民族志分析

的对象文本上见出，这些作品提供

了其他形式无法替代的经验表述，

构成一种"自传体民族志" (auto

ethnography) ，可以作为了解当地

文化，指导田野工作的指南，正如同

国人欲了解西方文化而被劝说读

例?这些作者经常使用"民族志"这 《圣经))，而西方人欲了解中国文化

一术语来表达文化相对主义和颠覆 被建议先从"四大名著"开始一样。

本文化的主场，其作品深受当代法 对于某些深切感到传统文本形式无

国人类学家关于非洲、大洋洲及美 法传达、描绘异文化经验多样复杂

洲土著文化的著作的影响 9 安德 性的民族志作者而言，民族志小说

烈@布勒东与列维斯特劳斯就是 从博厄斯时代始就是一种持久的实

经常坐而论道的好友，乔治@巴塔 验性书写方式。

耶古怪的想法影响了马塞尔@莫斯 格尔兹论述过人类学建掏与小

的文化自我冲突概念。二者都力求 说虚构间的相似性。虽然人类学提

并实际上动摇了文化及其书写的绝 倡从行为者的观点看事物或所谓主

对性、唯一性。超现实主义观念的 位分析，但"我们对其他民族的符号

渗透引起了文化书写文本组织形式 系统的建构"是必然的;虽然研究对

的变化，克拉潘扎诺的民族志文本 象是一回事，而对象的研究是另一

《图哈米》即为其例。 回事，正如物理世界并非物理学，

因其经由完整、细微的叙事与 《理解〈为芬后根守灵〉的万能钥匙》

鞭辟入里的人物塑造而有力地再现 并非《为芬尼根守灵h然而"分析渗



、一个犹太商人和一 人文

二年的摩洛哥

的错综关系 9 建构

向的描述 9

白
H
H

9 

?而

己
《

"对一

个法

建构有关一个法国奸、省医生 9他愚蠢

并与人通奸的妻子和她不负责任的

的关系

重要之处并非在于这样一个事实: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是创造出来的?而

科唐、(即那个犹太商人一引者)的

故事则只是记录下来的999 丽是在于

二者一样是 fictio ~一是时造物"

(克利宿德@格尔兹罗 1999: 。

民族志叙事的结果是文体边界

的模糊、淡化。实际上，各种文类、

例?

篇 9

白
山

白
的

。某种纯而又纯

9 也难以操作。

:社会思想的重塑押

了各种文体交叉提合的经典实例:

的探讨看上去却像是文

@寸f维

于贝 @萨特关于福楼拜

的批评) ;科学性的讨论却看似纯文

文(如路易斯@托马斯、洛

林@埃瑟利) ;巴洛克式

却展现似不带情感的实验性观

(鲍戈斯、巴瑟密)历史则由方程

式、图表和法庭的证言所构成(

曼、勒. f各伊@拉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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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纳达) ;理论性的论文写的 小说的真实性是什么?这种真

像是旅游观感(列维}斯特劳斯) ;意 实性可不可以成为民族志的真实

识形态的争论却写成像是一种史料 性，或者这种真实性获得的途径、达

学的贡询(爱德华·萨伊德) ;认识 成的形式可不可以为民族志借鉴?

论的研究却写得如同政治性的小册 如何借鉴?小说叙事话语的内容具

子(保尔·费伊尔拉本) ;方法学的争 有认识性的真意义，可以由一个人、

论却写得像是一种个人的回忆录(詹 一个故事而窥见一个时代、一群人、

姆斯·瓦特生)。内布科夫的《浅火》 一个社会的气质、风貌以及某种社

你难辨出它应归属于诗抑或小说;诊 会人生的规则、规律，这一点已然获

疗所的笔记和想象看上去与之相类; 得论证，但我们更关注这一效果、这

人们只能从量子论里期望得到诗情， 一真意义的实现过程、实施手段和

从几何学里找到人物传记。"(克利福 组织形式。人物(尤其个体化的人

德·格尔兹， 2000: 21) 物)、情节及情境的编排形式、叙事

民族志的终极目的是真实地表 结构样式使零散、元机、不可理解的

述对象与研究者的民族志经验，我 现实经验、实际事实得到梳理、秩序

们无论做/写什么，怎样做/写都是 化和有机化，易于为读者理解。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因而，事实也 过这种表述方式，现实显现出其隐

罢，故事也罢，甚至小说的形式也 秘的意义，显有更加真实且真切。

罢，只要有利于这一目的均可吸纳 从实用主义的角度，这种组织、结

到民族志的书写中。注意，我们说 构、现实经验的方式如果可以"移

的是真实性而不是事实性或客观 植"到民族志表述上，使其表述的真

性，真实性(表述)与意义有必然关 实性获得改进或退而言之，提供(创

联，而事实性、客观性未必有此关 造)一种新的、不损害真实性的表述

联。小说叙事，也许不具备事实性 方式选项，这是我们要求得的、不是

或客观性，但却具有意义甚至意义 枉费苦心的结局。

深远，却具有真实性甚至是超过事 柯林武德指出，历史需要"构成

实、现实的真实性，这一点也许是它 性想象"来维系和塑造历史。对于

与民族志表述的"焊接点"。 民族志研究与写作而言也是如此。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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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尤忍

面对杂乱无章的素材(文学)或者材 料，在极浅的描述上，而是在能使我

料(民族志) ，如何在抗11'[语言这个 们与陌生的人们建立起联系的科学

最大的"他者"摆布的同时又任用它 的想象力土，衡量我们的解释是否

来梳理、规整及表述这且素材、材料 具有说服力。"(向上)对此，泰特罗

及其中包含的思想，在这一点上，民 (1996: 46)总结道"人类学也改变

族志、文学与史学一样有需要以想 了它的视角，从追求纯客观化的对

象力来进行建构之"事"与"实"，只 某一事物的描述，到现在意识到这

不过，程度稍有差异。 只是一种关于某物的写作…...

格尔兹 (1999: 20)说，"尽管文 与小说作者相比，民族志作者

化存在于贸易点，山间上的城堡或 在有意无意地克制或掩盖自己的想

是牧羊场(科恩、故事发生的场 象和建构的主体性，以确保或显示

景 引者) ，而人类学则存在于书 其文本的客观性与科学性。这种取

本、文章、讲演、展览之中，或者有时 向及其努力如经过缤密的权衡和思

也在今天的电影之中"，这一事实说 考做出的，则是有意为之的，这主要

明"不可能在再现方式和内容之间 指那曲大师级的人类学家如马林诺

划出一条界线，""再现方式(文本、 夫斯基，但如要细究，他们的抉择之

影像)以及这些符号的编排"。决定 中仍有当时整个学科场域范式的塑

着再现的内容而且人类学的所谓实 造和影响。除此以外的民族志科学

在内容只有以某种"再现方式"才显 化努力，实际取决于民族志写法的

现、实现出来，因而，格尔兹(1999: 既成格式规约而非个人经过思考、

21)甚至说"人类学知识的源泉不是 因"事"制宜的决定，全然是学术"场

社会实在而是学者式的构造之物"。 域"中养成的"惯习"，一种模仿、趋

衡量一部民族志的标准并非"作者 同和从众。"民族志只能这样写，"

能否捕捉住遥远的地方的原始事 他听从这一不知由谁发出的学术律

实，并且把它们像一只面具或一座 令、戒条而写。

雕塑那样带回家来"，而是"作者能 为使民族志文本与文学文本相

否说清在那睁地方发生了什么"。 区别而维持其作为一种研究性学术

"我们不是在一大批未经解释的资 文本的科学与客观，这是人类学作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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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门人文或社会科学发出的要 可科学化程度)。凡冠之于"科学"

求，而且从事民族志写作的人必须 之名的学科，似乎都不讲"故事忡，而

遵守。然而，人文社会科学毕竟是 只讲"事实"，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

加引号的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 济学只讲统计学意义上的"事实"而

学999 它有自身异于自然科学的人文 不讲"故事'气自然科学更杜绝故事

社会性质，这一点又使它的科学性 (科学史例外) ，因故事的讲述中掺

与客观性要求需要加上引号。引 杂的个人情感被认为有害客观性，

号 9意味着某种相对性、含混、边界 且故事往往个别发生、不可重复、没

的游移不定、它的人文性出身的限 有普遍性，难于概括或建向出规律。

制、介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等等。何

为民族志的创科学性"与"客观性

还有商榷的余地O 通过"克制"与

"掩盖"主体性而强制性地"去除引

号

质，也许这杂质正是我们要加以去

可以看出，民族志对"故事"的警惕

是承传自然科学之一睬，模仿、追从

自然科学范式，力求以此去除自己

科学之名的引号。"实事求是"一直

作为一种精神而存在，这种精神反

而也在污染事实，在去除事实中的

除的。科学民族志"去除引号"的结 杂质的同时却在添加新的杂质。

果或表现是"1肖解"叙事与"削平"人 也许，这一切是把经验事实"误

物，而这二者(叙事与人物塑造)恰 认"为先验事实或经验事实先验化

恰是小说的核心所在。因而，"事"

是辨证"志"与小说关系的关键环节

之一。

(二)民族志的事实、故事与

真实

按情节化程度，民族志所述之

"事"可以做如下排列;事实 0、事件

i 、故事 2(0 、 1 、 2 表示情节化程度) , 

或按可科学化程度又有如下排列:

故事。、事件 I 、事实 2(0 、 1 、 2 表示

的结果。这表现在事实往往指静态

的、结构性的、而非动态的、过程性

的 9例如统计数字而不是某个具体

事件往往会成为"用事实说话"的代

表。或者，把时事实"物化为"事物"

(像涂尔干那样)。事实所强调的是

"实何而非"事"，这解释了为什么与

"事"有关的事件、故事、叙事在"事

实"那里会不受欢迎。但这是一场

关于如何使有机的东西逐渐元机化



能获得?国人国时困地而异 9这其中 。可见，

就无法避免主体的建构性。例如，

面对众多事实进行的时筛选押 9将由

以及使经验中的 程?利用事

的 次的建柑?因

[J 

h不能增进入类

类，而应是经验事实。

经验事

事实转换为口

编码

指讲出来、写出来的事实)。未经建

的经验事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建

终

。"只要人把自

/
'
1飞
、
、

ej 9 

1985 , 

层另
事
是叉

关的两级建构。

海登@怀特 (2003: 126) 说 9 把

历史故事与小说区别开来的首要的

构者是不纯粹的 9 建构必然间污染" 是内容而不是形式f历史话语就题

事实。这本身才是一 A" 古小押

像一位学者指出的 9 田野中的问

实"逻辑与甲一

材而言有别于 ( ，真实拍 9

φ想象的少事件λ但在形式上却

: 152) 。

些H事实刊的逻辑原本不是一码事。 是现实的创镜像999 因为话语同时其

他把现实中无数排列凌乱的东西按 有两个指向的符号系统:一个系统

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写进民族志 朝向它指涉的现实 9 另一个

(文本儿同 A个"事实押已经产 朝 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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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么作为过程的形式连贯性(同上: 志H故事何从而使之得到理解。这两

109) 。任何一个话语均可分析出二 种"转生为熟"的移人、转换，用怀特

个层面:为研究而投放的事实"数 的术语来说9 同样都是话语的"转义

据"、故事、素材;顺序或散乱地分布 行为"一一一种隐蔽的"像…..一

在这业已材料中的论证、观点;这两个 样"的行为，没有绝对的高下之分。

层面的组合、排列(同上: 7) 0 "话语 民族志经验中有许多故事，这

是事实与意义的实际结合"(同 : 且故事只有通过讲述才能实现出

109) 。话语总是有从我们的数据、 来。在讲述中难免有自觉或不自觉

事实、故事素材溜向意识结构的倾 的话语活动在组织、编排这些已"事"。

向，而我们"正是用这略意识结构来 由故事再往前推移就成了小说。小

捕捉"(向上: 1) 它们的。对于话语 说是一种自觉组织、编排故事的形

的运作来说，"模仿川中性的容器" 式 9 比起日常故事讲述的随意性、随

问单纯的工具"是天真的说:去，话语 机性，小说讲述体现出更多的技巧

形式总在内容上附加一串"值忡。话 和良苦的用心，如果吸取它的讲述

语中的转义是"人文科学话语中无 技巧把日常讲述的无意识操作变成

法删除的 9 不管这此科学多么向往 文本的有意识实现，会使"事"变得

现实性"(同上: 2) 。就人类学而言， 更条理、更清晰。小说只不过是日

理解是把"异国情调"和"未分类的 常故事在情节化与个体化方向的进

事物"从其原生领域移入到另一个 一步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先天背负

已经被反复编码过的领域(科学或 虚构之名的小说中一峰会有写实或

文学领域)的过程。在这一意义上， 现实主义这样的另一重身份。

民族志的"去故事化的事实性表述怦 在这两种H事"中，直接得自于

是自然科学这种为人熟悉的话语的 对象之口的最多的是"故事"而不是

转义，也就是以"科学事实"来类比 "事实"。在田野经验中，我们必然

"民族志事实"而使其可以理解;民 会发现这样的规律:文化程度越低

族志"小说化的故事性表述"是文学 的对象，访谈过程中越爱讲故事。

这种同样为人熟悉的话语的转义， 这条规律与我们自己在城市日常生

也就是说通过小说叙事来类比民族 活过程中的经验是相符的:知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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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忖具有

百姓梳理自己日常经验的最常用、 是故事的 u去事

最普及 际性的、

史的、跨文化的 9 它就在那主 9

1苦本身没有什么区别" (罗兰@

引自海登@怀特， 2003: 

124) 。作为证据的事实只是科学程

的组成部分和构造物。科学重事

实、轻故事， I市老百姓重故事、

实(科学事实)。故事才是民族志对

口中的原生态事实 9 而事实是经

科学规程格式化的继生态"故事。

"他们押口中的故事被"我们

事实(当然事实也有其他来源 9 比如

研究者自己的观察、档案馆中的文

献、村公所的记录、家i晋族语等)。

故事的事实化、口头事实的文本化 9

其间包含许多复杂的手术、

的利于总体经验的真实性表述，

的则掺入太多的个人及学术意识形

态杂质("对象声音的盗用

上强奸民意和事实勺。

况怎样?这样产生的事实

际情

类

口

正自然

的是个人故事?那些鼓吹

的人说这才是原生的事实箩因

而故事

实的新定义方式。 ?这种取

是否能够完全革除意识形态杂质

掺入以保证事实的原生性:访谈者

i导、访谈者与口述者的话语较

量、话语本身的牵引等等都含有意

识形态的、话语/权力的因素。

键的是，"去事实化忖的事实也是一

种事实化企图的产物，并没有

实与真实、事实性与真实性的表述

做出区分。单个的口述经验拼贴组

接起来不一定能反映整个人、整个

社区的文化经验的真实状况?因为

讲故事有很大的随意性?有时甚至

讲出一些无意义的事。故事性的事

实与"去故事化"的事实都不直接等

同于真实 整体的呈现出

意义的真实。

外选择

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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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999讲述故事性的、与小说真实性

在结构、形式和意义上而非内容上

相仿佛的民族志真实是可能的。在

"去故事"的事实性表述与故事性表

述之间 9我们可以选择后者;在原生

态的故事性表述与小说化的故事性

加工成小说，不舍弃生活语言中那

些鲜活的东西 9 把一些片断性、零

碎、复杂的原材料转化成一个完整

的故事 9 代表者是《金翼》。这种路

子，正如李培林说的，JL+年来一直

被不断质问。在学术研究如同工匠

表述之间，我们可以选择后者。 这 的于艺活和工业流水线的今天，如

三条路都是规整并表述现实经验 何调查、如何收集处理资料、如何分

的、可供选择的话语策略。 析问题 9都有了"标准化"的"规矩

(三)民族志的"小说化"

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一羊城

村的故事》一书中讨论过自己如何

在社会人类学的两种表述模式之间

进行抉择和折衷。"如何处理和使

用个案调查和访谈资料"(李培林，

200斗: 155) ，{也认为有两种模式。一

种为费孝通的H文本概括法罗气把调

查材料和讲述者的话语转化成比较

精练、有条理的文本语言句这种语言

既不是学术概念的堆积，也不是文

学语言 9要表述的既不是逻辑 9也不

所以林先生的别出 J中裁的"文学概

括法"，一直被视为问另类"。两相比

较，一个是"文本大说

故事 9一个是正典 9 →个是另册(同

上: 155-156) 。

和《金翼》差不多同时出版的社

会学著作《街角社会)) (威廉@富

特@怀特， 2007)①是又一个"另

类"。作者怀特属芝加哥社会学派 9

书中研究的是波士顿的意大利人贫

民区，这本书的文体介乎于学术著

作和小说之间。怀特曾想成为一名

是故事，而是H事实押，代表者为《江 小说作家。《街角社会》代表了一种

村经济》。这也是功能主义民族志 H讲述外部世界的叙事方法"，后来

以来的主流正统路数。另一种是林 成为组织个案访谈调查材料的一个

耀华的"文学概括法飞把"原材料" 楷模。

① 从民族志的角度看，该书有很强的反思和实验意识 9尤其是它的附录"成书过程"。相关评

述参见李霞 íí从民族志的角度读〈街角社会川， íí 中华读书报))， 2009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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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铲w

《金翼》是 1944 年出版的用小 "通过叙述一小群人生活中的一系

说体裁写的民族志。它讲述了一个 列事件对一个社会过程加以考察和

线索清晰、情节起伏的故事:福建一 解释""不只是使读者感兴趣，其长

个村庄比邻而居的两个家族既是亲 处还在于摆脱了某路科学程序的一

戚又合伙做生意，其中一家由逆而 般原则""作者似乎是身临其境......

}I阪、走向繁荣，另一家由盛而衰。塑 不论是在药铺、在闺中、还是在土匪

造了一个中心人物 黄东林。作 山老巢，他都能真实地告诉我们每

者自问"为什么一度不相上下的两 个人物的言行举止，甚至能探寻他

个家庭在 20 余年间会有两种不同 们的心灵深处，解释他们当时的动

的命运"(林耀华， 2000)①。正像弗 机和昔日的感情川集真实的观察和

思在该书英文版序言说的，真正的 想象的再现之大成"(同上)②。

命运在于各个人的心中，就像欧里 林先生这样解释自己写作的初

庇得斯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切伟 衷"为了使原本丰富生动的历史事

大的戏剧家和小说家向我们展现的 实不至于桂梧在刻板、琅涩的论著

那样……是由他本人或他人那且本 形式之中，我采用了小说体裁，把全

来具备的爱好和习惯所决定。带着 部材料重新加以组织，有机地融化

"命运"的疑问，作者像小说家一样 在故事情节内。"(同上)③该书出版

展示并探究决定这种命运的习性因 50 年后，林先生依然未改初衷"昕

素。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人类生活 说近年来人类学和文学两家多有促

就是在平衡与失调、均衡与不均衡 膝，情好日密，相信日后它们的各类

之间摆动"这样一个功能主义表达 连理新作会赢得更多的追随者和身

式，但展开这一表达式的方式却是 体力行者……不同形式的杰作好比

"别出心裁"的。在该书英文版导言 不同时尚和风习的衣衫，是不可比

中，弗思指出这种方式的意义"通 的。人文学科书籍的传世价值总在

过个别事件的分析提炼出普遍性" 于它对人性与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

① 参见该书"英文版前言"。

② 参见该书"英文版导言"。
③ 参见该书"1988 年著者序"。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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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所携带的永久的美感。"(同上)①

至于一再被人质问的"这部著

作，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

研究"，林先生回答说"((金翼》不是

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单纯作为注重

情节变化的文学作品来读， ((金翼》

是不太适宜的""本书所描绘的每个

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

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同

上)②。"真实的小说"也许是一个矛

盾的说法，但它在林先生的实践之

下确实已经存在。事实的艺术化改

造、编排，形式虽是小说但本质上却

更真实，因为材料"有机地融化在故

事情节内"，从而更富有意义，更具有

可理解性。这一点正是我们前面论

证小说真实性得出的结论。小说的

形式难道不能负载、建构并传递有关

现实经验的真实内容及意义吗? ((金

翼》不只是一种"形式的实验"。

45 年后出版的《林村的故事》主

要记录了由作者发问所唤起的、主

人公叶文德关于自己生平经历的讲

述，类似于口述史，使人想起托马斯

和兹纳涅茨基所著的五卷本《身处

① 参见该书"1999 年新版序"。

② 参见该书"1988 年著者序"

欧洲的波兰农民》以当事人信件为

主体的文本建构方式。不同的是，

《林村的故事》塑造了两个人物，主

人公是林村前支书叶文德，配角是

"我"。其中的"我"表现得并非只是

一个不动声色的发问者、观察者角

色，而是带着丰富、矛盾的心理活动

去揣摩、猜测叶的同样丰富、矛盾的

心理活动，体现出一个真实、活泼的

互动过程。在这种过程间，经过叶

文德的自述和"我"穿插其中的勾

勒，叶文德的形象丰满地凸显出来。

"这两个‘中国人P通过他们彼此的对

谈问答，为他们自己心中对‘中国'的

困惑和情怀做了一番最畅然的倾吐

和条理"(黄树民， 2002: 261) 。

严格说来， ((林村的故事》在叙

述形式上的小说化程度没有《金翼》

那么高，但正像该书跋中所肯定的

那样，可以把它视为小说。最主要

的原因是，它并没有停留在一般意

义的生活史表层描述，而是有意识

地从内至外塑造着一个个性鲜明的

人物。叶文德发出的声音之中有喜

怒哀乐、七情六欲，而不是传声筒、



录音机里发出的机械、刻板的声音。

这声音中也时时回响着"我"的同样

个人化的声音，使作者"不但成功地

扮演他身为人类学家的研究者的角

色，而且还毫不掩饰地通过了他的

问题、他自己情绪起落的叙述，及他

对本书章节的安排，表达了他对‘中

国'最真挚、深切，及最人本的关怀"

(同上: 262) ，也让读者身临其境地

体察作者访谈的策略、恐惧、压力和

在访谈过程中寻求自我肯定的心

情。科学民族志是不提倡塑造人物

的，商《林村的故事》恰巧塑造了人

物，这也许正是这部民族志的实验

性和文学性所在。形式的改变会带

来意义的更新、内容的拓展，科学民

族志文类形式忽略了或无法传达的

对话与反思:实验民族志叙述分析

好者，黄树民选择小说这个文类来

描述"那在传统民族志的文类里没

有多少存在空间的民族志现实"。

所以该书中文版的"跋"认为这部作

品"可能是中国社会的民族志中，到

目前为止，最具‘后现代'民族志取

向的著作"，因为"从寻求新文体的

角度看来，他的民族志已不只是比

喻性地看似故事了"。在文学这个

文类(genre) 中作者找到了"更能贴

切地表达当今中国社会新的现实的

‘书写文化(wri ting culture)' 的新

方式"(同上: 259) 。

四、小结

在后现代反思与批判的语境

民族志经验在这种新形式之下获得 下，传统的科学民族志叙述方法的

了存在空间并展露出来。把纷繁的 权威和纯度被重新审视、测量，在其

事件、一个村庄和一个国家成长、动 科学与客观的声音与面目中发现意

荡和转型的清晰而熟悉的图景交织 识形态和学术场域中权力话语角逐

在叶文清的生活史中加以讲述使文 的印痕、杂质。在这种反思下，作为

本的建构具有一种"普通大学课本 与马林诺夫斯基创立的功能主义科

中通常得不到的一种直观性。"(黄 学民族志相抗衡的一种文化书写形

树民， 2002)① 式，实验民族志在 20 世纪的西方兴

作为一个英文和中文小说的爱 起。在如此图景中，传统的功能主

① 参见该书"二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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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写法再也不是唯一可供选择的范 作者的"自我"也会因与对象交往而

式。有的民族志作者已失去沿着 生发感想或者思想、情感上的波动

传统叙述风格继续"走下去"的信 与转化;如果把预先的反思、意向暂

心。实验民族志为达成更高的民 且悬搁不论，科学民族志作者在田

族志真实性在表述形式上进行着 野中也会感受到与实验民族志作者

探索，其中自然会吸纳已经发育成 一样的互动实在。然而，科学民族

熟的现实经验表述样式(如文学) 志作者没有主动把这种正在不断生

的因子。 成的、切己的互动实在记录下来、建

站在这样的角度，本文解读《忧 构成文本的意识，因而，互动虽在其

郁的热带》和其他实验民族志文本。 身上发生，却没有在文本中"发生"。

1955 年出版的《忧郁的热带》是一部 科学民族志作者将这种互动实在

混合多种文体、声音和思考的大作， "切割"下来，以保持其研究不受"自

其中不断涌现出列维一斯特劳斯关 我"干扰和文本的科学、客观、价值

于自身、对象、学术圈的白白。经过 无涉面目。这样，存贮互动实在、建

解读，可以发现它堪称实验民族志 构互动性文本的任务最终落在实验

的先驱之作。实验民族志具有以往 民族志作者身上。

民族志不具备的特征，比如作者 罗伯特·恩格尔( Robert 

"我"在与研究对象、读者的平等"对 Aunger , 1995)认为，可以把科学民

话"中进行自我反思，叙述采用第一 族志看作"科学"的人类学，而把实

人称"我"，从而"我"也成为被书写 验民族志看作"艺术"的人类学。科

的对象。对话与互动在科学民族志 学民族志的文化书写在小说与民族

的研究中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民 志闻人为划定了严格的界限，重视

族志研究也必然涉及民族志作者与 概括性事实，而回避故事讲述和这

对象在田野的遭遇。遭遇于回野， 种故事中单个人物、更不用说中心

在民族志作者方面一般有两项工作 人物的深度塑造。然而，实验民族

要做，即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读。仅 志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为"借用小

从表层意义上看，访谈即有对话，参 说叙事和人物塑造的手段来集中

与有则互动。即或元反思，民族志 地、戏剧性地展示对象的人文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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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事实及其内在意义的可能性"

这一讨论埋下了伏笔。实验民族

志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学的描述

(民族志)到底是有关真理的探讨，

还是一种文学和故事的讲述?"在

与科学民族志研究、书写趋向迥异

的实验民族志语境下，本文通过对

比小说与民族志的真实性以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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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万花筒":物志、科学志与

文化志的斑斓

彭兆荣

摘 要:民族志多彩多姿，犹如一具透视人类社会的"万花筒"，折射出

物志、科学志与文化志的五彩斑斓。

一是有关人类社会"物"的民族志。人类学对物的研究，或曰物的民族

志，始于进化论，所以人类学视野中的"物"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无论是

认知的、逻辑的、学理的、知识的，还是分析的，都脱不了关系。人类学的学

科依据就是进化论。虽然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种" ( species) 与物的民族志研

究中对"物"整个知识谱系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拓展，人类学视野中的"物"早

已在多方面延伸出了完全不同意义的话题和意义，民族志研究也已经超越

了"物种"的范畴，但"进化"的基本意义一直挥之不去，哪怕是所指不同的

"物态"也都在原则上遵循"进化一演变"的原则，而"变化，，"变迁''''适应，，"选

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 )，男，江西省泰和市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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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变异"等也都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面向。因此，人类学对物的研究首

先要回归达尔文的进化论。

"物"的表现形态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人们通常习惯性地把物质当

作纯粹的外在存在形体，而没有注意到认识和解释物质行为本身所具有的

社会价值和意义。物首先涉及"制造"，或物的来源问题。任何形式和形态

的物，其实都参与了人类对物的创造，甚至包括自然的存在物，比如，自然遗

产，虽然人类并未参与创造，却由人类主观认定和审美。"造物主"是一个特

殊的语汇，指万物的创造者，思想与智慧的源头，他用智慧创造了万物，包括

人类。这种宗教教义性的"造物"与人类的推源神话有关。至于工具的制作

和观念的制造则更为普遍，人们甚至通过对物质的实践建立一整套共同的

实践与意义准则。事实上，对物的观察和使用已经包含了对物质的创造、制

造、认识和实践行为。

我国的传统和历史赋予"物"以独特的性质。纵然是当今人们所说的

"文物"，除了时间的"物理性"依附外，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系统也都附加上了

对物的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分类原则。我国古代的礼器有"礼藏于器"之

说。在最早的训洁典经《尔雅》中，"释宫""释器""释乐"多与传统"礼仪"密

不可分，比如，"鼎"等礼器就成了国家和帝王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中的权力象

征。即使是同一种时间，不同的朝代也有不同的说明，并凭附不同的历史

价值。

二是有关人类社会"科学真实"的民族志。"真实性"历来被视为民族志

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当代"反思"原则的作用下，这一问题被引入到更

为复杂的讨论层面。本文以各种不同的"真实性"的表现样态为"经"，以民

族志研究历史为"纬"，选择三个不同时段的民族志样本进行分析:传统民

族志在"实践理性"和"文化理性"原则之下对"真实性"的理解;现代历史人

类学通过"文化结构"对"真实性"叙事的建构;在当代"全球化"社会里，旅游

民族志认识和反映"真实性"所面临的情形与困境。笔者试图回应学术界提

出的三个问题:其一，民族志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可能性;其二，不同时期

的民族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特点;其三，民族志再现不同社会语境中"真实



的差异。

在最近的二三才年时间里?对"真实性阳的研究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

的一个热点。作为对所谓剧表述危机押的反思和回应 9 民族志表述范式的

抉 9对其他学科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从传统民族志对客观对象的忠实描

9 寸可换为对客观对象的"解释999 而创民族志就是深描"如果说传统民族志

侧重于对 μ客观事实忡(的关注 9 历史民族志强调对文化结构"真实性何

(的解释9 实验民族志强化ω解释性"的"真实押(认知的话，那

么?人类学家通过田野作业对现实社会的体认?以及民族志 μ 写文化"

culture)便演变为人类学家理解和反映文化的一种实践?从而使民

族志研究成为一种"部分真实町的话语形式。而在当代全球化的语境中 f真

实性"出现了新的样态 9 引起民族志研究的关注。因此，我们

认为有必要对民族志历史上几个重要"样本"的相关性和差异性等进行

梳理。

三是有关人类社会"文化押的民族志。并人类学的"科学押的认定从一开

始就存在着不言而喻的争议性 9 无论是就科学的性质抑或是叙事范式而言

都是如此。对民族志放事和间写文化"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某一

种表述方式?甚至超越了某一个学科的樊篱和学科所遵循的原则范畴 9 而成

为对叙事范式的认知与厘清。民族志作为民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9 完整地

表现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分析和解释。但是 9 民族志无论作

为一科学科的原则 9还是调查的方法 9 抑或是人类学家书写的创作品飞不同

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都有着不同的主张J主也构成了人类学重要的历

史内容。最近几十年 9 民族志的H文学性"(比如文学的隐喻法、形象表达、叙

事等)影响了民族志的记录方式 从最初的观察 9再到民族志剖作品押的完

成 9 到阅读活动中 H获得意义押的方式。因此 966写文化气便

成为民族志无法回避和省略的反思性问题。间实验民族志丹的目的不是为了

猎奇 9 而是为了达到文化的自我反省和增强文化的丰富性;说到底 9 民族志

范式的变革与当代的知识革命密不可分。刊文学的文本9\ 尤其是民族志的

时文学性飞已经远远超出好的写作或独特风格的范围。当文字性的表述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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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成为一种权力的时候，对文学表述形式的理解和解释必定是"过度性吨仁

就像一个人一旦处于"位高权重"，对他的溢美之词必定"过誉"。事实上，位

置的权力构造远比位居其土的λ更重要。同样，某一种表述方式的权力

化与历史语境的"话语"有关。在很大程度上，"写文化"是国家权力在叙

事方式上的一种延伸，所以，我们今天对民族志"写文化"的讨论表面上针

对的是一种叙事方式，本质上却在反思建构这一叙事背景的政治语境和

权力构造。

总之，伴随着社会化再生产和技术主义的作用，民族志已经从传统的对

"孤岛社会"的观察和了解进入到了复合性、互动性、多边界社会;技术主义

又加剧和强化了对文化的"装饰"作用，致使民族志首先必须对对象的"真实

性"进行现别和确认。

关键词:民族志物志科学志文化志



(一)民族志中的..社会之物押

的研究?或曰物

9所以人类学视

" 
丢只
:OJ三

3: 25一一

如 9

野中的"物"与达尔文的《物种起 依据f家养"-1'日"野生"是物种

源>>，元论是认知的、逻辑的、学理

、知识的 9 还是分析的?都脱不

。人类学的学科极据就是进化

论。虽然 9 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种"

与物的民族志研究中对 选择押的范畴(同上:。

H物押整个知识语系已经出现了重大 无疑问 9 人的"物种性"是任何"物押

的拓展 9人类学视野中的创物"早已在 的基础 9如果没有基础的"物种性9气

多方面延伸出了完全不同意义的话 人类或许连认识、感受、触及物的共

题和意义，民族志研究也已经超越了 同性都将消失。也因为此，人类学

问物种"的范畴J且"进化押的基本意义 对物的认识和研究传统首先从进化

一直挥之不去9 哪怕是所指不同的

"物态押也都在原则上遵循"进化 演

的角度进入。

换言之 9 进 直是人类学

变"的原则号而"变化川变迁""适应" 对物的研究中的基本视野。古典人

"选择川变异"等也都成为人类学研 类学的代表性学者对"原始社会押的

究的重要面向。因此，人类学对物的 研究大致存在三个对"物抖的认识维

研究首先要回归达尔文的进化论。 度:一是将物的演变与社会的创进

任何对事物的定义必然会受到 f扩并置 9 将人加i者物的因素、程度

来自不同历史语境的挑战，即使是 和类型等视为文明 H高/低"的一种

在同一个时代雪也会因为不同的理 标识。摩尔根《占代社会》的三个阶

解、阐释、学科、个人等因素而对某 段的对分依据即以间物押的演化。二

一个重要的概念难以取得共识。 是对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交换形

'1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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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观察和研究，并以此为据进入 和能量成了重新阐释人与自然关系

到社会关系和结梅的关系层面。也 的重要依据。斯图尔德提出"多线

就是说9H物"的社会化交换与流通， 进化论"一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

成了民族志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对 文化生态学。文化生态学把研究文

象，人类学家通过这样的研究进入 化与物质环境的各种关系和过程当

到特定社会关系的网络世界。二是 作这一分支学科的逻辑依据。把文

将物作为人类社会的遗留和遗存， 化形态与环境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待

通过对物的历史存续的考察，历时 (J. Steward , 1968: 399) 。以物与

性地建立起社会伦理关系的历史纽 环境的关系来确认和分析"文化核"

带。今日之遗产、博物馆、文物等许 (cultural core) 的整体现:所谓H文

多尽属此范。 化核"是指人类物质的"生计活动"

人类学沿着"进化论押的这一线 与H经济关系押所形成的层次化整

索，以《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年的纪 体，包括社会及宗教内容(同上，

念活动，又创新出对物的研究的"亮 1955: 36-37) 。虽然这种判断受到

点"，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比如 9 当 后来的一此人类学家的批评，比如，

世所说的"生态学 格尔兹认为，这是一种先入为主的

论"存在密切关系，而以物的技术系 观点( C. Geertz , 1963: 10-11) , 

统、能量与环境的关系成了创新进化 但在生态与人类关系成为世界性主

论"新的视点。 创新进化论"以纪念 题的今天，这路观点仍不失其特殊

达尔文进化论一一《物种起源》为契 的价值。怀特则认为，对这个系统

机专在人类学界(尤以美国为盛)发 起决定作用的是"技术" 即所谓

展出对自然和环境的重新认识和评 的"技术决定论" "技术"本身是物

价，借以批判人类学研究中"笼统的 质的结果之一 CE. R. 塞维斯9

历史"倾向，凸显进化论中的"物川技 1991: 2日。"技术决定论押除了强调

术押"生态"等(L. A.怀特， 1987) 。 工具技术革命的意义外，以能量来

H新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柴 解释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动力与过

尔德、萨林斯、斯图尔德、怀特、塞维 程。虽然间人与环境的关系"在 19

斯等一大批人类学家。物化的生态 世纪末就已经成为地理学、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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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环( energy 要论题?早

的作用。它不仅强调人类对

群

系。. G. 

J益驱 j叉'

与群 司

C盯ricr ， 2006; 373) 。

里 9 环 交换 9包括祭祀、族规以及经济方面

境持续发生的问题提出 4种认识的 的馈赠?以确定特定部族内部、部族

度(保罗@克拉瓦尔， 2007: 之间以及个人的政治地位 CM.

181) 。在摩尔根看来，人类文明发 Mauss , 1990: 6) 。

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

唯物史观一个重要的知

惊 (B. Maurer , 2006: 17 

18) 。即使在今天 9人们认识和看待

时仍然以物的使用、物

、物的交换、物的价值、物的关

、物的技术等为参照依据。

(二)民族志中的H文化之物"

以 9 甚至需要

的"物的交换问活动加

'那些表面上夸张的气氛、庄

、慷慨的行为等都"属

赠性礼物的交换体系"(同上; 3日。

的表现形态远比我们想象

的要复杂。人的通常习惯性地把物

质当作纯粹的外在存在形体9 而

;有注意到认识和解释物质行为本身

。物首先

涉及创制造979 或物的来游

1 



E电族志:政治学科学化H手术刀"

的来源也可以理解为"制造勺。任 代古典学对这种模型产生"置身在

何形式和形态的物?其实都参与了 哪里"的质疑。特别当那且可以搬

人类对物的创造，甚至包括自然的 动和不可搬动的遗产相互分离后，

存在物，比如，自然遗产，虽然人类 造成了事实上遗产整体性的破坏，

并未参与创造，却由人类主观认定 改变了物质的原始空间格局和概

和审美"造物主"是一个特殊的语 念。难怪H考古学家如今提出的这

1[，指万物的创造者，思想与智慧的 且问题甚至使他们完全放弃了挖

源头 9他用智慧创造了万物，包括人 掘"，以求得对古代世界中原始形貌

类。这种宗教教义性的"造物"与人 和空间格局的完整保护，进而把原

类的推掘神话有关。①至于工具的 来的注意力转移到某个物质多样性

制作和观念的制造则更为普遍，人 的空间存在 9 包括原来并不注意的

们甚至通过对物质的实践建立一整 露天空间，诸如花园、果园、菜园以

套共同的实践与意义准则(王斯福， 及居室、树木、植物、农业用地等的

200的。事实上，对物的观察和使用 遗址空间的完整性(玛阳·比尔德 9

已经包含了对物质的创造、制造、认 约翰@汉德森， 1998: 48) ，所以人

识和实践行为。 类学的博物馆研究也就成了当代民

按逻辑推演 9 物的空间成了一 族志范式反思的重要组成部分。

个与博物馆相关的主题。现代人习 (三)民族志中的"中华万物"

惯性地认为，在一个建筑空间内存 我国的传统和历史赋予"物"以

放和排列文物便是博物馆的模型。 独特的性质。《说文)) : "万物也…...

在很长的时间内，考古专家、文物专 从牛。勿声。川物 9万物也。牛为大

家们通过挖掘和收集有价值的器物 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 9 故从牛?勿

专业性地放置在一个特定的空间。 声。"段玉裁注"物，万物也。牛为

这种通过挖掘、处理、鉴定、搬运、技 大物。牛为物之大者 9 故物从牛。"

术分析、保存、排列、展出等程序建 "牛为大物"与天象有涉罗天地之数

立了博物馆的特殊空间。然而，现 起于牵牛。周代以斗牵牛为纪首，

①推源神话指解释万物起源的神话 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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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万花筒飞物志、科学志与文化志的斑斓

命日星纪，即牵牛星。可知，中国文 pr，白白ce) 、物的符号 (semiotics of 

宇学中的"物"实为"天人合一"的思 object)等并不完全一样(R. Williams , 

维和照像。比如，我国古代的住房， 1983: 197--198) ，许多属于"非物"的

完全超越了"住宅物质"的表述意 范畴，具有特殊的"非物性"。

义，而被赋予更为多样的价值。《宅 物只是人类欲望的投身对象

经》有说"夫宅者，乃是阴阳之枢 (A. Appadurai , 1986: 3) 。纵然是

纽，人伦之轨模。非夫博物明贤，未 当今人们所说的"文物"，除了时间

能↑吾斯道也。"意思是说，相宅是阴 的"物理性"依附外，不同的文化传

阳、人伦的关键，非博通物理的贤人 统和系统也都附加上了对物的不同

是无法明白其中之理、之术的(王玉 的文化价值体系、分类原则。我国

德，王锐， 2013: 9) 。有些物更是 古代的礼器有"礼藏于器"之说。最

特殊、特别，如玉。管仲曾将玉比作 早的训t古典经《尔雅》中"释宫""释

"九德"温润以浑，仁也;邻以理者， 器""释乐"多与传统"礼仪"密不可

智者;坚而不踵，义也;廉而不刻，行 分，比如，"鼎"等礼器就成了国家和

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 帝王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中的权力象

也;暇适皆见，精也;藏华光泽并能 征。即使是同一种时间，不同的朝

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声清困彻 代也有不同的说明，并凭附不同的

远，纯而不杀，辞也。孔子更有玉之 历史价值，所谓"商日祀，周曰年，唐

"十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 虞日载"都与物的祭祀有关(王云

泽，仁也;廉而不判，义也;垂而如 五， 1965: 46) 0 ((左传)): "国之大

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 事，在祀与戎。" (杨伯俊， 1981: 

油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 861)郑玄注《礼记·礼器)) : "大事，

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 祭祀也。" (郑玄，贾公彦， 1980: 

也;精神贯于山) 11 ，地也;圭障特达， 1243)如果缺失对物的认识和使用，

德也;天下不贵者，道也。显然，我 "礼仪之邦"便无从谈起。值得一说

国对物的认识与西方的自然范畴 的是，"物/用"一直是我国古代不同

(nature) 中的物质材料(substance) 、 流派哲学重要讨论话题。在我国的

事情( thing) 、物像呈现( physical 传统"物用"关系中，物之于礼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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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重要性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就是物

可以享，可以用?可以交通。张光直

通过时礼品的研究认为，神属于天，

民属于地，二者之间的交通要靠巫明

的祭祀。而在祭祀上的"物押与"器押

都是重要的工具;66民以物享999 于是

6神降之嘉生"气(张光直， 1986: 99) 。

此外，在我国传统的表述分类

中 9有一种"物押颇可玩味，这就是所

谓的"长物"。明学者文震亨作《长

物志))，传于后世。所谓"长物"，一

如《世说新语·德行》中王恭所说:

"恭作人无长物。"即指身外之物，多

余之物，无关生存之物。文氏对H长

物"的分类凡十二种(卷) ，包括室

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

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著(文

震亨， 2012; 1) 。可惜福柯未有机

会见识此书，否则第二部《词与物》

或要诞生(米歇尔@福树， 2012: 

1) 。①中国的博物学不擅长于"分

类999却不失拙立的原则。即使是今

日读书之中国人，也会觉得这样的

分类有"未尽"之属的感觉，却又不

失其特别的精彩。比如在谈到"阶"

时 9其曰"自三级以至十级 9 愈高愈

古 9 须以文石剥成。罗'李瑞豪的点评

亦极到位; <(玉篇)> : "阶 9登堂道也"

《辛辛名>>: "阶 9 梯也 9 如梯之有等差

也。押对台阶的品赏，文氏提出了两

个标准:一是"古押;一是H 自然"(文

震亨， 2012: 功。这种中国式的"人

文自然"凭附于物 9 无妨成为中国

"非物""闲物"的另一种表述。我要

说的是 9 当今之遗产运动、j遗量产事业

中的"物质文f化七

化"并未将我国传统的"物类"囊括，

特别是未能:将阵我国传统H文物"言之

困满。以吃町'为例，纸素为我国所

傲的"四大发明"之一种，却多未知

纸之传统与土、石、瓷、铜、铁、竹、吊

等前身存在继承关系。比如 H杀

青'99文震亨言及开口便说"古人杀

青为书，后乃用纸。北纸用横帘造，

其纹横，其质松面厚，谓之侧理。南

纸用竖帘 9 二王(王革之、王献

之一一笔者)真迹 9 多用此纸""杀

青押指古人刮去竹筒表面的青皮来

写字(同上: 193) 。这番道理只有在

"物之传统"中方可理Jil页。

① 法国大学者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的"诞生地"来自搏尔赫其~(Borges)所引介的

"中国某部百科全书"的分类，即《词与物》的写作灵感取自于中国博物志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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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 200C一): 4) 

要启示作用:从传统民族志对客观

时巾 9 即古 对象的忠实描述9转换为功客观对象

之巾车也。气文震亨， 2012: 233)此 的"解释飞诚如格尔兹(巳 Geertz ，

分类隙自古代的分类。《史记@夏本 1973: 7)所说 9

行四载999 即指四种交通工 !可，存在着一个民族忘研究的客

具9其中u山行乘撵99966撵"指H辈999

实就是指在山里的交通工具9也就是

轿子(沈从文， 2013: 188-194) 。

这种交通工具?外国罕见。

对H物押的认识、制造、使用一直

以来都被作为是区分人押与"动物仲

的分水岭 9尽管当代的生物学、动物

学的观察和研究发现了大量人类

外的动物具有使用"物"的能力，但

都达不到人类的自主、自觉，更无迹

象表明人类以外的动物具有制造

"物押的能力。因此 9 人类与物的关

体"问题 就像"眩眼押的行为(浅

层)与"眨Iì~押的意义(深层)之间

关系 9 而"民族志就是深描"(

9-10) 。如果说传统民族志侧重于

对"客观事实押的关注，历史民

族志强调对文化结构"真实性押

的解释 9 实验民族志强

H解释性"的"真实" (truth) 认知的

话，那么 9人类学家通过田野作业对

现实社会的体认 9 以及民族志"写文

{更演变为人类

反映文化的一种实践囱

系也就 4 人类学关注的重 从而使民族志研究成为一种μ部分

自由苞



仍在俨
自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押

真实"的话语形式(J. Clifford , G . 在"族押的"真实性"是一致的;而它

E . Marcus , 1986: 1) 。在当代全球 们之间的差异仅仅表现为"属"的层

化的语境中 9H真实性押 C authenticity) 面。这成为传统人类学认知分类上

出现了新的样态 9 引起民族志研究 的一个圭桌。

的关注。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 在这一前提之下，人类学家对

民族志历史上几个重要H样本"的相 "原始社会"的"真实性"研究总体上

关性和差异性等进行梳理。 遵循着"实践理性"和问文化理性"的

(一)实践理性与文化理性:两 不同"范式" C 马歇尔@萨林斯，

种"真实性"样态 2002: 70) 0 "理性"作为西方社会两

众所周知，传统的人类学家习 千多年来的一个思想价值的社会追

惯将"真实性"表述视为一个社会的 求和核心性哲学命题，历来是思想

历史形态、文化模式或思维类型，认 家们使用的武器 CG. 邓肯@米切

为某一种社会形态会产生相应的认 尔， 1987: 257)。就方法论而言，

知和表述方式。在传统的人类学研 "理由"与"理性"构成了一组基础性

究视野里，那曲"异文化忡 C other 相关概念，前者强调对事实的"经验

cultures) ，即所谓的"原始文化"或 性理由"，后者则强调对同类事实的

"野蛮文化"，是被当作以"欧洲中 "普遍性原则"C R. Williams , 1976: 

心"为主导的分类性存在。 252-253) 。在H真实性押研究方面，

在这样的"区分/排斥"的分类 "实践理性"主要追求经验性理由和

原则中，凡属于"原始社会"的范畴， 事项之间的关系纽带 9 而"文化理

逻辑上都归属于同类的"真实性"样 性"更强调潜匿于同类事实及关系中

态:元论是大洋洲人、祖尼人，还是 的"普遍文法"。事实上f经验性事

中国人。那也不同种类的"野蛮人" 实"与"普世性文法忡之间并非泾渭分

之间的差异和特性只属于H亚类飞 明;即使在传统的民族志研究中，二

仿佛亲属制度( kinship) 中的"族押 者亦只表现为理论上的各自侧重。

Cfamily) 与"属 "C genus) 关系(爱弥 早期的民族志热衷于神话研

尔@涂尔干 9 马塞尔·莫斯: 100) 。 究，主要基于以下原因:从文化谱系

换言之，大洋洲人、祖尼人和中国人 的历时关系看，正如恩格斯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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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明

的两个 F

神话叙事带有不言而喻

屑:在法文中是 'des bribes et des 

morceaux' 乡在英文中是 odds and 

ends' 的组合"(克洛德@列维一斯特

劳斯， 1987: 。

想象和虚构的神话柑成了人们了解

和认识远古时代的重要途径;因为

"各异教民族所有的历史全部从神

话故事开始 9 而神话故事就是各异

教民族的一些最古老的历史押(维

柯， 1987: 。

公元前 4 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

乌荷米勒斯(提出了著

名的创神话即历史问论断9并形成了著

名的"神话历史学派押

乌氏在他的《神的历史》一书

希腊奥林匹亚诸神作了类似"神i普押

的考索 9 他试图证明"神

, i!U 是一种经过筛选的

o"(K , K. Ruthven , 1979: 5) 

1 

的成功发掘 9

的

中寻找历

的事实显然有将"真实性"简单化

的存在与想象性叙

全一回事。再者，如果

族志研究只限于在"虚构/事实"之

间替换或互证的Lι 甚至在我们业

已习惯的叙述文类上都会产生提

;诚如汤团比 (1986: 55)所说"历

史同戏剧和小说一样是从神话中生

长起来的?神话是一种原始的认识

和表现形式一一像儿童们听到的童

话和己懂事的成年人所作的梦幻式

的 在其中的事实和虚梅之间并

没有清晰的界ßRo"

那么 9 神话叙事中的"真实J，t.L. " 

属于什么样态?对于这个问题9 现

民族志研究主要遵循实践理性丹

和"文化理性押原则。作为两种理性

原则的代表 9马林诺夫斯基的H功能

主义丹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

"真实性押进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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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性的分析示范。马林诺夫斯基 过程中的主体性存在。

(1987a: 106)认为"文化在其最初 "乱伦"是原始社会神话和巫术

时以及伴随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所起 表述的基本主题，它与人类对自然

的根本作用，首先在于满足人类最 万物起源的认知与理解 9 即所谓的

基本的需求。""文化是包括一套工 H推据"(指解释万物起源)有关。同

具及一套风俗一人体的或心灵的 时，它又是一种巫术行为。让我们

习惯，它们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满 通过一个案例来看一看秉承实践理

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 性的功能派代表是如何对乱伦神话

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 9 一定都是活 叙事进行分析的。马林诺夫斯基在

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野蛮人的性生活》一书中曾以"关

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 于乱伦的原始神话"为样本进行悉

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 心的探索"我们在特罗布里恩德

(同上， 1987b: 14)马林诺夫斯基作 所发现的某种形式的放葫非常适合

为现代民族志的奠基者和倡导者， 其社区、民族、家庭及个人婚姻的方

田野作业的"参与观察"成为他贯彻 案，并且它如此充分地发挥了其特

实践理性的一个途径。"在民族志 殊功用，以致我们几乎没有必要用

中，原始的信息素材是以亲身观察、 某些假设的早期阶段去解释什么严

土著陈述、部落生活的纷繁形式呈 肃和不可理解的现象。这些现象今

现给学者的，它与最后权威性结论 天仍然存在是因为它们与婚姻、家

的提出往往存在着巨大的距离。民

族志者从涉足土著人海ÌX住并与他们

接触的一刻起?到他写下结论的最

后文本为止，不得不以长年的辛劳

来穿越这个距离。"(同上， 2002: 3) 

实践理性不独强调民族志研究者长

时间"参与观察忡的经历和经验，强

调对调查对象生活细节真实性的体

察和描述 9 也强调人类学家在研究

庭各自分工合作得很融洽，但这当

然不是为了婚姻及家庭。我们没有

必要为了解释这些现象的过去而去

寻找其他原因 9 目前所能找到的原

因很可能始终支配着这些现象的过

去和现在。尽管形式稍有不同，但

基本类型是一样的。这些至少在理

论上是我对这些事实的看法。"(同

上， 1991: 387-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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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在功能主义的眼里，"功能"就 学家列维斯特劳斯用来分析的一

是一个"宪章"，任何虚构的、想象 个实验性案例 CP. Grimal , 1986: 

的、口传的、仪式的，以及动物、植 306-3(8) 。

物、器物等神话叙述和巫术行为对 列维一斯特劳斯显然没有国于

人类而言都在同一个"宪章"中获得 这样一个神话的叙事表层，而是在

意义的实现。也就是说，功能主义 单一神话的偶然、元序与同一神话

人类学将现实生活的"事实性呈现" 原型的普世性、逻辑性之间找到了

回归于人类"经验性真实"的层面。 内在"关系结构"。"一方面，似乎在

人们在为实践理性的分析成就 神话的叙述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

举于致敬的同时也发现，以功能为 生。没有逻辑，没有连续性。人们

"宪章"的民族志范式有把文化的真 可以把任何特征赋予任何主题;人

实性样态过于简单化、表面化之嫌， 们可以发现任何可以设想的关系。

忽略甚至失去了对超越事件性表象 总之，在神话中，任何东西都成为可

的文化内在真实性的透视和把握， 能。另一方面，从不同的地区搜集

而这恰好是文化理性的代表一一结 来的神话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构主义所擅长的。在结构主义者的 恰恰又把这种明显的任意性和偶然

眼里，马氏对原始神话、巫术和图腾 性否定了。" (C. Levi-Strauss , 

等"功能性真实"的分析过于肤浅， 1972: 2(8)在具体分析上，列维一斯

遂被讥为"原始人对图腾动植物的 特劳斯把神话叙述拆解为不同的

兴趣只是他们饥肠辘辘的结果"(克 "神话素"，就像"音符"与"乐谱"的

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1987: 7) 。 关系一样"神话素"是音符，神话的

功能主义的民族志研究有可能 意义来自"关系组合"(同上: 211) 。

妨碍对深藏于表象背后的、另外一 仿佛数字性音符之于结构性乐谱

种更重要的真实，即"结构的真实" (向上: 212) 。他在谈到俄狄浦斯神

的把握。那么，作为文化理性的代 话叙事的"真实性"时认为，俄狄浦

表，结构主义又是如何在同类的乱 斯神话提供了一种逻辑工具，将原

伦神话叙述中把握真实性呢?俄狄 始社会的血缘关系呈现出来;"尽管

浦斯杀父娶母的神话成为结构人类 经验和理论可能相互矛盾，但社会

唱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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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遵循的结构在认识论上是正确

的，因而是真实的"(同上: 216) 。

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成功

地将杂乱无章的神话叙述与播撒在

世界各地的同一主题的"相似性"用

"结构关系"打通，证明神话作为这种

活动必不可少的"逻辑工具"，以及"创

造出真实"的活动过程(同上: 224) 。

表面上的"无理性"与内在结构

的"逻辑性"一并交融。不过，接下

来的问题便随之而出:为什么原始

社会能够产生同一主题和类型的神

话叙事(今天却不产生)呢?这也是

结构主义论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神

话思维(同类和同义表述者有"原始

思维""野性思维""前逻辑思维"等)

便是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列

维一斯特劳斯(1987: 22-23)在《野

性的思维》一书中说"神话思想的

特征是，它借助一套参差不齐的元

素表列来表达自己，这套元素表列

即使包罗广泛也是有机的;然而不

管面对着什么任务，它都必须使用

这套元素(或成分) ，因为它没有任

何其它可供支配的东西。所以神话

思想就是一种理智的‘修补术'

它说明了人们可以在两个平面之间

观察到那种关系。"

换言之，神话思维在于"建立起

有结构的组合"(同上: 28)。恩斯

特·卡西尔(1985: 102) 的神话思维

接受了列维一布留尔的"原逻辑思维"

(prélogique-一亦可译作"前逻辑思

维勺的基本内涵，认为神话思维的一

个基本特征是"原始人并不认为自己

处于自然等级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他

们有一种生命的一体化"的认知倾

向，"所有生命形式都有亲族关系似乎

是神话思维的一个普遍预设"，"这种

情感统一性是原始思维最强烈最深刻

的推动力之一"(同上: 104-105) 。

以两种"理性"为原则的民族志

研究明显存在一些认知上的不足:

第一，过于相信人类学家"参与观

察"的经验性。不幸的是，两位奠定

了现代民族志田野作业"宪章"的伟

大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博厄斯

都"出了一点事"。①第二，受到专业

① 马氏的民族志系列与其未经其授权发表的私人日记之间发生了巨大出入。博厄斯的女弟

子米德秉承其师旨意，在萨摩亚岛上进行青春期研究，其研究成果被后学者弗里曼所提

供的证据所质疑。两个例子都说明在同一种田野原则指导下的民族志研究，其结果可能

出现巨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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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的人类学家遵照不同的原则进 的学问。当历史学与人类学在学科

行调查和分析，其民族志叙述也可 发展中出现一种整合的需要时，历

能出现与事实的差距或背离。不 史民族志便应运而生。历史民族志

过，这也从方法论角度为人们展示 在于"探索特定社会的产生和转型

了这样的情状:现实的"真实性"具 过程"(Jean. Comaroff and John. 

有多种样态，民族志研究也必将为 Comaro旺， 1992: 3 1)。

多种样态。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的名下从

(二)历史民族志:寻找超越 另一个角度阐述历史学与人类学整

"历史/想象"的真实性样态 合的必要"历史正以此证明自己是

有两个概念经常发生氓淆"历 一门人类学:历史是上千年的和集

史的记录"与"历史的存在"。不言 体的记忆的明证。这种记忆依赖于

而喻，人们大都通过历史的记录去 物质的文献以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过

了解和认识历史。历史因人而录也 去事情的新鲜感。"(米歇尔·福柯，

就因人而异，与所谓"真正的历史" 2003: 6-7)然而，就学科而言，真正

(期待性假定)产生了距离。有的学 使两个学科获得整合并为学界普遍

者据此提出了"虚构的存在"或曰 承认的历史人类学是以路易士于

"非真实的实体"( fictious entities) 1968 年创刊的《历史学与社会人类

的概念 (E. Ohnuki τierney ， 学》为标志。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

1990: 279) 。历史的记录除去记录 后，更达到"两个领域成功整合"的

者个人的主观因素外，也受到历史 境界(克斯汀·海斯翠普， 1998: 

语境的诸多限制，"人们自己创造自 21-22)0 "历史学的概念在人类学

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 文化研究的经验作用下，出现了一种

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 新变革。" (M. Sahlins , 1985: 72)历

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史民族志把对"真实性"样态的分析

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 和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创造"(马克思， 1976: 603) 。 对历史民族志研究来说，有一

正如历史的需要会产生历史的 个话题同样元法回避一一一即人类学

文本一样，历史的需求会创造历史 家到底要从什么层面来看待和认识

lR7 

伽
阴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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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性"7 它决定着职业人 能被冲破的。"(克洛德·列维斯特

类学家在进行民族志研究时对"异 劳斯， 2001: 73-74) (3) 为研究方

文化"的解释态度。"对于任何一位 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途径"可以采

人类学家而言，通过对神话奥秘探 取三种不同的方法来观察和表现我

索的职业性研究，可以在神话思维、 们的研究对象，其中，也包括人类生

原始社会和历史之间建立起关联。" 命的现象。第一种方法是考核和记

(M. Godelier , 1977: 204) 这里包 录‘事实';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已经

含着三个基本的意思: (1)从事实 确立了的事实的比较研究来阐明一

的表象中把握深层的意义;在想象 且一般的‘法则';第工种方法是通过

和虚构的叙事中洞察被遮蔽的历史 ‘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

真实。"以观察到的现象来反映元 术的再创造。"(汤因比， 1986: 54) 

法观察到的真实。" (E. Leach , 就某一个具体民族而论，历史

1969: 7) (2) 打破刻板的"事实/虚 的"真实性"表现为一个民族或族群

构"二元分类。确认二者不仅可以 对特定历史事件的记忆和选择。人

转换和打通，而且确立虚构和想象 类学家萨林斯在《历史的隐喻与神

的叙事本身就是不争的历史真实这 话的现实》一书中，以夏威夷土著的

一理念。列维一斯特劳斯曾以"当神 神话传说与库克船长的历史事件的

话变成历史时"为题进行讨论"我 结构关系为例，打破了"想象/事

绝非不相信，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 实"、"神话/现实"之间貌离神合的

历史已经取代了神话，并发挥着同 认知界线，在神话与事实、主观与客

样的功能。对于没有文字、没有史 观、分类与整合的内部关系结构中再

料的社会而言，神话的目的在于使 生产出超越简单对"历史事实"的追

未来尽可能地保持与过去和现在相 求，寻找到了他称之为"诗化逻辑"

同的样态……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 (poetic logic) 的东西(M . Sahlins , 

时，将它构想成为神话的一种延续 1981: 10-11) 。作为一个经典案

而绝非与神话完全分离的历史，那 例，一方面，库克船长在世界史上是

么，在我们心灵之中萦回不去的‘神 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史可稽:

话'与‘历史'之间的鸿沟，还是有可 1776 年 7 月，库克船长率领"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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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来 9 夏威

，.他们

显然从未见过自种人;他{门之中的

许多人好像认为库克

管是什么

们就会匍旬在地 9 额首掩圈。门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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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林斯正是借助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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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夷的历史 自己?

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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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事件。 "(M. Sahlins , 1981: 9)其 历史"(结中句)到萨林斯u神话模式"

中的逻辑关系是: (1) 神话和传说 等，学者们元不在H结构"中寻找"真

的虚蚁性向成历史不可或缺的元 实性"答案。虽然他们各自在"结

素 ;(2) 对同一个虚拟故事的复述表 构"的指喻和使用上不尽相同，但都

明了人们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承; 超越对简单事实的纠缠，上升到了

(3) 叙事行为本身也是一种事件和 对"文化秩序"重构的高度。比如萨

事实，一种动态的实践川的真正的 林斯所使用的"文化结构'气即指文

意义和价值取决于整个社会知识体 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的历史、表述

系。对某一种社会知识和行为的刻 与作用CR. Borofsky , 1996: 255) 。

意强调或重复都属于社会再生产的 在这一案例中 9"对历史人类学的巨

有机部分。它是虚构的 9 同时，又具 大挑战不仅仅是要知道事件是如何

有真实性。虚构本身就是一种事实 被文化所作用，而且要了解在过程

的真实性。 中它是如何被重构的" (M. Sahlins , 

在这个历史民族志的典型范例 1981: 的。与传统的结构主义所坚

中，人们发现英国的历史和夏威夷 持的"文化理性"不同 9 萨林斯超越

土著的神话同构为一个"历史事 了H实践理性/文化理性"的简单分

件";促使表面上风马牛不相及的文 类，"发现"或"发明"了另外一种结

化事项紧密结合的肇因还是"结 构的真实性。

构"。列维斯特劳斯曾为我们做了 "神话模式怦本身带有明显的

一个词类的示范分析:他在一个印 "制造"痕迹;它有两方面的指喻价

第安部族图皮那巴斯(τupinambas) 值:一方面，重要的、具有范式性的

的"双胞胎"神话里早就发现了类似 神话可以为其他类型的神话建构提

的历史结梅:来自完全相反的结构 供模具作用。另一方面，神话模式

叙事要素及意义，形成了"隐藏在表 在诸如吁中话结构丹和"神话意簇"

面上无秩序背后的秩序押 cc. Levi- (cluster of mythemes) 中凝聚着观

Strauss , 1978: 11) 。从涂尔干的社 念意义，并体现在不同的叙事形态

会结构论，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 之中(G. Obeyesekers , 1992: 8 

的"普遍文法"，布罗代尔的H 长时段 10) 。人们清楚地看到 9 库克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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悻号F

(欧洲中心的隐喻符号)与夏威夷的 克拉，这位斯里兰卡裔人类学家的

罗诺(异民族的神话叙事)在欧洲航 尖锐质问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库克

海冒险和殖民扩张的历史过程中遭 船长与欧洲的想象》一书中。奥氏

遇，"再生产"出一种新的"历史真 认为，萨林斯所制造出来的"库克一

实"。二者可以成为一种被解释或 罗诺"神话(mythmaking)迎合了欧

被质疑的"共谋"(complicity)关系。 协|殖:民主义政治的另一个更大的

这一新的神话"真实性"包含不同民 "神话'气就像奥氏在他著述开篇提

族和族群的相会和冲突，不同知识 出的质疑那样"是否存在着这样一

体系的借助和融合，"欧洲中心"的 种可能性，即罗诺神话被欧洲人建

话语操控等复杂因素。另外，就历 构起来，并将土著信仰中的神当成

史民族志的方法论而言，不同的研 一个欧洲的神?" (G. Obeyesekere , 

究者和读者、不同的知识类型、不 1992: 的显然，奥民将萨氏的"文化

同的时代背景对"历史/神话"材料 结构"归结为受西方文化启示，并由

的检索和使用、言说者的角度差异 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基督教版依者们

等也都会构成视野上的不同 炒作出来的"神话"。在此，与其说

(R. Borofsky , 1996) 。当然，也会 奥民提出了一个质疑，毋宁说作了

产生完全不同的叙事意义。 一个肯定的回答。

这样，问题被引到了另外一个 颇为有趣的是，奥氏的质问从

层面，即民族志批评不再设法去证 几个最为简单的历史事实人于去破

实"历史事实"，或不以此为策略性 解萨林斯的文化结构:当伟大的航

目标，而去设法弄清结构"真实性" 海家库克船长"发现"波利尼西亚

的社会政治语义。也因为此，自萨 人，并于 1779 年 1 月 17 日再次登

林斯两部有关夏威夷土著及与库克 岛时，岛上的土著正在举行马卡希

船长的历史人类学著作(((历史的隐 其(the festival of Makahiki)庆典，

喻与神话的现实))(1981) 和《历史之 库克恰在此时出现并被迎为"罗诺

岛))(1985) )出版之后，批评声便一 神的归来"，这是事实。根据最著名

直不断。 的夏威夷历史研究学者库肯达尔

其中，最为尖锐者当属奥贝赛 (KuykendalD的记录，在神庙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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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诺神庆典仪式的是牧师(基督教 简单的错误，即把真实之物归类为

传教士) ，这也是一个事实。奥氏在 工具性的客观现实，而这样的"实践

这且"事实"的基础上推出了他认定 理性"不过是西方古典感性认识论

的"另一个事实"欧洲人先在 18 世 的一种庸俗的或经过假装的变体:

纪就创造了欧洲的神话，而后以这 思想是自然的镜子(马歇尔·萨林

个"神话模式"为基础通过拓殖者 斯， 2003: 8) 。其次，方法论上，"在

(传教士)移植、复制给了夏威夷土 运用普遍实践理性来否认夏威夷人

著(同上: 3) 。这样，由萨林斯精心 文化独特性的时候，奥贝赛克拉颠

建构起来的结构秩序中的所谓"历 覆了民族志关注的本质。" (同上:

史真实"便被指认为另一个"历史真 11)最后，萨林斯非常机敏地提出一

实"。但是，奥氏的推证也陷入了同 个反语:如果刻意强调人类学这一

样的问题:以他选择的"事实"建构 门学科是从"殖民经验诞生的一一

了其认定的"真实"。由于萨林斯将 与权力共谋"的话(同土， 13) ，那么，

所有的成因归结于"文化结构"，所 任何一位民族志批评者都难辞其

以，讨论它的"真实性"便成为根本 咎。其潜在的指喻非常明确:奥贝

所在。批评者们认为，首先，"文化 赛克拉本人亦在其中。在逃避了

结构"的构造层次以及含义值得商 "西方殖民主义共谋"的责难后，

议。其次，选择历史资料以及对资 萨林斯进而对他的文化结构作了

料使用的准确性无疑会对结构意义 阐释"夏威夷人叙述了关于罗诺

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弗雷德曼指 神、创始国王罗诺伊卡玛卡希基

出，在夏威夷，库克船长并不是被当 以及卡伊伊卡冒之间非常相近的

地土著当作"神"，而是酋长(J. 传说:传说拥有结构上的相似，不

Friedman , 1985: 191-201) 。如果 仅表现在宇宙起源上神和人的斗

确系史料使用上的失误，这一"失 争，也包括库克船长的命运。"(同

误"所推证出的历史"真实性"就可 上: 29)从这个著名的案例中，人们

能出现巨大的偏差。 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民族志视野

面对批评，萨林斯也有话要说。 中所谓"真实性"的不同含义和多

他认为，首先，奥贝赛克拉犯了一个 重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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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移动的舞台:变幻多姿的 费彻尔， 1998: 8) 。

"真实性"样态 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移

长期以来，传统人类学，特别是 动性"Cmobility)一一政治、经济、军

在这一学科诞生时期的重要学理依 事、资本、人员、货物、文化等空前的

据"进化论"的主导下，单线的社会 移动与流动。据此，有学者归纳出

进化论成为一个主旋律(彭兆荣等， 五种"移动流动的图景"其一，族

2004: 117-151)。早期的民族志研 群的图景。不同的民族、族群和人

究秉持一个认知上的假定:相对于 群，包括移民等在全球化背景下呈

西方高速发展的、"进化"完全的、工 现大规模的移动现象，从而发生史

业化程度高的"文明"社会，那曲"异 ;无前例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其

文化"社会是封闭的、落后的和静止 二，技术的圈景。科学技术作为技

的。今天，这种情形已经发生根本 术性工具、概念等的交流和交换己

变化，其主要推动力来自"全球化" 经在全球化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充当

在世界范围内的出现。作为国际关 元以替代的重要角色。其兰，财经

系和"现代化"的延续 CP. M. 的图景。当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商

Burns , 2002: 124) , "全球化"在吉 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出现

登斯那里被描绘成这样一种景象: 了全球资本的流通。资本的活动比

世界范围内广泛的社会关系得到了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活跃

越来越明显的加强，它使得在某一 和具有广泛性。其四，观念的图景。

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产 扩张性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特别是

生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反之，在其 以西方为主控叙事 C the master 

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对某一地方 narrative) 的社会价值。今天，社会

也造成比以往越来越明显的影响 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也会借助全

CA. Giddens , 1990: 64) 。对民族 球化的流动进行传播和互动。其

志而言，"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出 五，传媒的图景。通过报纸、杂志、

一个中心问题，即关于在一个急剧 电视节目以及电影等广泛传播信息

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C乔 的方式以展示其特殊的现代能力

治. E. 马尔库斯、米开尔. M. J. CA. Appadurai , 1990: 295-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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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趋势一方面快速改变 为我们提供了实验性案例。

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另一方 值得一提的是，在旅游民族志

面导致了对传统社会价值的变化与 的研究领域，麦克内尔在 20 世纪 70

认同。在以传统农业伦理为基础的 年代就提出了著名的"舞台真实"

社会里，一个最明显的变化为:过去 Cstaged authenticity)问题。此后它

人们从与土地的"捆绑"关系中所获 -直成为相关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论

得的安定感和稳定感，今天只能从 题。麦氏的"舞台真实"显然受到更

快节奏的移动中才能得到。这种带 早一岛有关表演"真实性"理论，特

有悖论性的价值完整地体现在"后 别是戈夫曼"真实理论"的影响。戈

现代主义"理念中。拉斯等人将"后 夫曼在分析"表演"的社会机制时借

现代主义"的特征归纳为"形象和象 用"商业大楼"为例，以说明在"同一

征的增殖与扩大" C S. Lash & J. 个真实"面前不同人群在接触和认

lJrry , 1994: 256) 。当代社会的"移 识上的限制和局限。戈夫曼把大楼

动性"首先表现为人的流动;旅行、 分成两部分:前面是举行会议、主人

旅游、迁移、离散Cdiaspora)等"移位 会见客人或者从事商业服务的地方，

现象"cdisplacement)作为一种重要 后面是主人或者工作人员休息、进行

的社会文化表述进入到了研究视 表演前的准备和表演后放松的地方。

野。无怪乎诸如"旅行文化""旅行 据此，他提出了"真实性前后两分制"

理论""文化混合" Chybridity) 等论 CE. Goffman , 1959: 144→145) 。

题频频出现于吉登斯、萨义德、克里 麦克内尔 C D. MacCannell , 

福德等重要理论家的著述中。然 1999: 1)将这一套理论移植于旅游

而，面对空前而广泛的移动现象，传 研究，他把游客主要定位在"以现代

统民族志的研究施式面临巨大的挑 人为核心"的模式之上。麦氏的基

战 以往对"静止社会"的研究范 本观点是:游客旅游的目标和目的

式是否适用于当代"移动社会"?不 是为了看到他们所预期的"真实"，

同社会的"真实性"样态有何本质差 即看到他们生活以外的真实场景而

异?作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 非旅游"标示物" Cmarkers) 。然而，

支，旅游民族志对"真实性"的讨论 事实上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所见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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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F己

{门提出 。格拉本

从游客作为人类的角度出发 9 确立

的共同性。人类之所

以可以被定位于"游客999 是因为他

1fJ遵循同一种道德，可以从旅游

动中获得一种再创造的共同性经

验;这些都建立在人的自由意愿的

基础上 9 不是建立在某些具体的事

叫扩9上。从这个意义上说9

游客并不是"部分人押而是μ完整的

人勺N. H. Graburn , 2001: 150) 。

柯恩、从社会交换关系的角度进行批

评。由于现代旅游的"商品交易

9所有的事物和活动都在商品

交换中获得一种价值的转变。价格

转变成了货物和服务 9 进而转化成

句 2002: 1 

的观察

和主动"投视"任何其他人、方式和

器械都无可替代号并带有明显的副主

观押色彩。行为者不是简单"物质意

义"上的行为号

的创 。这种"真实何建立在游

(同上: 13) 。仿佛

6一百个观众就有一百个否

亚999对象的 u真实"与游客眼中的

"真实"不可能重叠。

为了区分真实性之间不

称和差异，我们有必要对旅游民族

志研究

为一种交换系统?事物和活动无不 μ权威性"(同源。

从价格市场上获得相应的存在标志 要强调公认押性质呢?在当代社会

Cohen , 1988: 38的。因此吵任 中 f 自我何与 H社会忖间的分至2与

何物质和事物的内在国有品质己 离状况越来越明显 9 已经使得μ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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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虚假性" (falseness) 并不处

于一种"二元对立押的状态 e 而是相

互交织在一起(巳 Cohen ， 1988: 

371-386);人们很难从中找到某种

公认的真实属性 9所以，旅游民族志

所讨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旅

游活动寻求"自我/社会押整合和作

用中的真实存在。归纳起来，旅游

的真实性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得到

体现和认识: (1) "客观性真实"

(Objective authenticity) ，指客观方

面的原始属性。 (2) "建构性真实"

(constructive authenticity) ，指在真

实的建构中既包含了原始的客观属

性，又浸透了一些其他因素 9包括诸

如想象、期待、偏爱、信仰、权力等，

使之成为一个类似的"生产者"。

(3) "存在性真实'气 existential

authenticity) ，指"存在" (being) 作

为一种存在方式的潜能由旅游者和

旅游活动所引起、所获得。以此为

出发点所得到的结论是:旅游本身

就是一种H真实9气与具体的旅游中

的客观物质元关 (Ning Wang , 

1999: 352) 。

在"客观性真实"的讨论中 9 有

的学者认为，如果民族志研究者或

游客把旅游目的建筑在获得客观真

实之上的话 9那么，实现这一目标很

困难。原因是:现代社会以"移动"

为标志的活动 9 如旅游、旅行、迁移、

离散等渗透了大量现代社会"文化

商品化押的意识，致使"客观性真实"

包含着大量的"虚假事件'气而在"虚

假事件"基础上所积累的经验只能是

一种对真实的"想象飞非真实本身

(D. Boorstin , 1964: 106-107) 。

在"建构性真实"的讨论中，由

于"建构性真实忡与ι客观性真实忖并

非同类所指，具有很大的诠释空间。

布鲁纳认为 9 建构的真实性应包括

以下三种截然不同的意义: (1) 指

一种历史性的u类真实押 即在原

生性真实基础上H再生产的结果，

是按其原型再生产的"复制品勺

。) "真实性押意味着对历史进行的

准确性模仿，具有不言而喻的目标

性意图; (3) "真实性9乡在理论上和逻

辑上原本应指原始事物之本体，而

不是对原始事物本体的复制。但客

观上写真实的"再生产"方式和程序

却未必能够满足这种基本要求

(E. Bruner 雪 1994: 400) 。此外萝

"建构性真实"缺乏延续上的一致

性 9它可以指真实性结构本体内部

的"关系存在";也可以是社会现实



民族志"万花筒"物志、科学志与文化志的斑斓
￡立

中具体、客观知识的再现，只不过这 性样本的展示，以及不同时代对"真

种再现包含了主观因素和人为的选 实性"认识之间的关联性，希望能够

择。"我们把客观的知识和真理看 管中窥豹，以期对人文社会科学具

作是某一种视野的结果。知识和真 有借鉴作用。

理是被创造的，而不是思想的发

现。气T. A. Schwandt , 1994: 125) 二、民族志中的文化志

自人类学诞生以来，民族志研

究就一直把记录和反映"真实性"作 (一) "书写之7撮"一种民族志

为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和学科目 表述的反思

标。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由 民族志( ethnography) 作为民

此所引人的新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因 族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完整地表现

素，致使"真实性"呈现出复杂多变 了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记录、描述、

的样态。另一方面，人类学家在不 分析和解释 (T. Barfield ed. , 

同的历史语境中所关注的问题、采 2003: 157) ，但是，民族志无论作为

取的方法、形成的范式等，必然使他 →种学科的原则，还是调查的方法，

们在"真实性"样态的把握和反映上 抑或是人类学家书写的"作品"，不

出现差异。既然"真实性"处于变化 同时代、不同学派的人类学家都有

之中，那么，民族志对它的反映和解 着不同的主张，这也构成了人类学

释亦在过程之中。同时，民族志研 重要的历史内容。

究的历史也构成了另→种"真实性" 古典人类学家弗雷泽在他的代

的学科样态 不仅包括认知理念 表作《金枝》中，为人们讲述了一个

的时代性样态、实践原则的差异性 关于古罗马狄安娜的神话原型在意

样态，而且反映在民族志写作的范 大利尼米湖地区的仪式叙事:在当

式性样态等;这在些不同的样态元疑 地庙宇有一棵神圣树，便是传说中

丰富了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反 的"金枝"。它由获得"森林之王"称

映。因篇幅所限，本文所讨论的范 号的祭司守护着，任何规制者若能

围虽无法涵盖"真实性"的全部内 在与祭司的争斗中杀死他，便可得

涵，但通过民族志研究中=个历时 到祭司之位和"森林之王"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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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便成了"决定命运的金枝飞 书写记录。众所周知，传统的民族

这一神话叙事不仅经历了从克里特 志素以"科学"为圭泉和标榜。早在

岛到意大利半岛的地理迁移，也经 19 世纪的初期、中叶，人类学就被置

过了不同国家、族群长时间传承的 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被称为"人的

变化;然而，其原始基型仍属神话的 科学"(A. C. 哈登， 1988: 2) 。马

叙事范畴，即它并不是历史事实，而 林诺夫斯基(2002: 2)在《西太平洋

是以一种神话传说式的叙事类型来 的航海者》中除了确立"科学人类学

解释祭祀仪式的起源。. G. Frazer , 的民族志"的原则外，更对民族志方

1947: 1-9) 。弗雷泽以此神话仪式 法(诸如搜集和获取材料上"元可置

为原点，从世界各地同类型的口述 疑的科学价值")进行了规定，并区

和文献资料的比较中发现了巫术和 分了不同学科在"科学程度"上的差

宗教的规则与原则，即著名的"相似 异。美国"新进化论"代表人物L.

律"与"接触律"，它们同属于"交感 A.怀特 (1988: 349-393) 坚持人

巫术"范畴(同上: 11-12) 。毫元疑 类学学科诞生时所秉承的"进化论"

间，((金枝》是一部伟大的人类学作 和"实验科学"学理依据，进一步地

品，在很长的时间里，它在"民族志" 确认民族志为"文化的科学"。由于

的概念和叙事范式的讨论中既受推 人类学属于"整体研究"(whole) ，因

崇，也受质疑。这一切都与民族志 此，总体上可归人"形态结构的科

在不同时代所遵循的原则有关。 学"范畴 (F. E. Johnstorn & H. 

民族志作品被视为人类学学科 Selby , 1978: 11) 。然而，对人类学

的产品和"商标"已属共识。从宽泛 的"科学"的认定从一开始就存在着

的意义上说，民族志研究包含着两 不言而喻的争议性，元论是就科学

个相互关联的部分:第一，人类学家 的性质抑或是叙事范式而言都是如

对研究对象进行现场性"参与观 此。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

察"，即所谓"田野调查";第二，民族 (1)在民族志中，原始的信息素材

志者在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描述性文 是以异文化、土著陈述、部落生活的

本写作。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表述 纷繁形式呈现在民族志者面前，这

主要体现为"文字文本"，即"志"的 些与人类学家的描述之间往往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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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急

着巨大的距离。民族志者从涉足土 例为典范:博厄斯(F. Boas , 1888: 

著社会并与他们接触的那一刻起， 399-669)在巴芬岛因纽特人中为

到他写出最后文本为止，不得不以 期两年 (1880-1882) 的调查;拉德

长年的辛苦来穿越这个距离(马林 克利夫一布朗(A. R. Radcliffe-

诺夫斯基， 2002: 3) 。但是，民族志 Brown , 1922)在印度洋安达曼岛上

者个体性的"异文化"田野调查在多 两年 (1906-1908) 的研究;以及马

大程度上能够填平"主观因素"与 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 , 1922) 

"科学原则"之间的距离?学界对这 在美拉尼西亚东部的特洛布里安岛

一问题的看法迄今为止仍见仁见 上四年的研究(1914-1918)等。但

智。 (2) "文献文本"属于文学性表 对于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主体

述，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民族志的 的对象化"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比

"文学性"(比如文学的隐喻法、形象 如过分"自我的他化"可能被认为是

表达、叙事等)影响了民族志的记录 "植人其中"或"沦为研究对象"，从

方式一一从最初的观察，再到民族 而导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志"作品"的完成，到阅读活动中"获 此山中"的主体性迷失;另一方面，

得意义"的方式(詹姆斯·克利福 深陷其中的人类学家可能因此减弱

德、乔治. E. 马尔库斯， 2006: 对客观性把握的能力，甚至减退研

32 )。因此，"写文化" (writing 究的热情。尽管如此，长时间的回

culture)便成为民族志元法回避和 野调查毕竟可以保证民族志者与被

省略的反思性问题。 调查对象朝夕相处，深入到他们生

第一个问题，即人类学家对民 活的内部 (N. H. H. Graburn , 

族志田野的"叙事范式"，在 20 世纪 2002: 21)。这且都属于民族志研究

初期、中叶，经过连续两一代社会科 参与体认的原则范畴。因此，田野

学家们的努力，已经形成并得到公 调查的"参与观察"作为社会人类学

认。田野调查基于较长时间(一年 的基本原则并未受到根本的质疑和

以上)的现场经历，这对于一般员族 改变。按照帕克 (Park) 的说法，这

志研究而言已得到了普遍的认可。 种研究原则和方法有别于"图书馆

比如早期的民族志研究都以如下案 式"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帕克将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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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地描述为"在实际的研究中把你 人类学家，同时他们也把自己视为

的手弄得脏兮兮的"。据此，民族志 文学艺术家(詹姆斯·克利福德，乔

者亦被戏称为"现实主义者"。 治. E. 马尔库斯， 2006: 32) 0 "文

第二个问题，即"文献文本"属 学"在这里不只是对一个艺术门类

于文学性表述，较之第一个问题则 的言说，也不只是指人类学家们的

完全不同:虽然在表面上它属于"表 "田野作业"和民族志研究中所面对

述"范畴，但由于它不仅关乎民族志 的"文本"Cliterary texts)类型，更为

者经过"辛劳"获得的资料在"真实 重要的，它涉及同样作为"作者"

性"上是否被认可，而且关乎人类学 (author)在确定什么样的材料能够

家在身份上属于"科学家"抑或"作 进人他们民族志中的"主观性"问题

家"的问题。从历史上看，文化人类 以及对所谓的"表达"范式的选择。

学的先驱们曾热衷于将自己视为 这种被称为"实验民族志"的目的不

"文人"(men-of帽letters) ，如弗雷泽、 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达到文化的

泰勒、哈里森、雷纳、穆勒、史密斯 自我反省和增强文化的丰富性(乔

等;或者干脆把人类学当作研究语 治. E. 马尔库斯，米开尔. M. J. 

言和文学的科学 (M. Freedman , 费彻尔， 1998: 11) 。说到底，民族

1979: 62-6日。这些已打着"科学"旗 志范式的变革与当代的知识革命密

帜的先驱们中的一且人，也因同样 不可分(向上: 24) 。

的原因被人讥讽，比如，弗雷泽便被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正视，即我

其晚辈戏称为"太师椅上的人类学 们讨论的"文学的文本"，尤其是民

家"(高丙中， 2006: 32) 。然而时过 族志的"文学性"，已经远远超出好

境迁，当代一批有影响的人类学家， 的写作或独特风格的范围。当文字

如克利夫德·格尔兹、维克多·特 性的表述方式成为一种权力的时

纳、玛丽·道格拉斯、列维一斯特劳 候，对文学表述形式的理解和解释

斯、爱德蒙·利奇等都对文学理论 必定是"过度性"的。就像一个人一

和实践感兴趣。至于早期的人类学 旦处于"位高权重"，对他的溢美之

家们，像玛格丽特·米德、爱德华· 辞必定"过誉"。事实上，位置的权

萨圣尔、露丝·本尼迪克特等，既是 力构造远比位居其上的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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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54 

55) 。

家权力

" 

Geertz , 1995: 1 

, M~ 是在具体的民

在对特例 !-l.:.)'\

的交换、

属制度的术语及范围等 9 使之介于

(二) "事实之后"一种民族志 观察对象与观察者之间提杂的形象

解释的思辨 塑造与形态描绘中。它既

兹在《事实之后)) ( 论 9亦非主观性可以准确地把握

the Fact) 一书中争以民族志者面对 界定。二者之间相互渗透与影响使

同的"异文化何场景和长时间 μ事

实"变迁为题?以现代性的视野开宗

明义"让我们设想一下:

类学家在四十年间卷入到两个地方

的事务 9一个是东南亚的村镇 9另一

个则是北美边醋的村镇I--l~ , 

的形缆。

。换

实"的观察

了错位(同上: 96一

"客观事

以及表述中必定包

含了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的H

X见性押因素。

以传统的观点 9 一部合格的民

9 除了遵循"参与观察"这一田

的原则外，还要尽

现出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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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民族志与古典民族志的一个分水 属于同性质的H事实999 而重要的却

岭，也构成了马林诺夫斯基与自己 是对事实的"解释"。换言之， 66 田

的老师弗雷泽之间一个显著的区 野/文本"的关系显然形成了对现代

别。两代人类学家在秉持"科学"原 人类学基本理念的又一次挑战，也

则、搜集资料以及写作风格上都有 就是说不认为它们构成绝对的二元

迥异的差别。比如，在使用以往那 对峙关系，甚至认为二者具有并置

此行政宫、传教士、商人或旅行者们 的同一性。在这里，"解释"才是终

的文献和口述材料时，弗雷泽是欣 极性的。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

然接受的。《金枝》主要正是靠这也 书中曾有过一段人类学者耳熟能详

材料说话。而马林诺夫斯基(2002: 的精辟阐述。他认为，人类学家撰

的则认为，那些材料是不可靠的，因 写民族志，与其说理解民族志是什

为那在已提供材料的人"缺乏专业训 么，莫如说所做的是什么，即人类学

练"，存在着"先入为主的判断"，过 家以语言为媒介，以知识的形式所

于"务实"，"与追求事物的客观性和 进行的人类学分析。他借用赖尔

科学性的观点不相容"。如果说弗 (Ryle) 的"深层描绘"展开讨论，以

雷泽与马林诺夫斯基都建立了属于 日常生活中的"眨眼"为例生动地说

他们那个时代的民族志里程碑，那 明解释与描述的多重性和意义的多

么到了格尔兹那里，马林诺夫斯基 重性，即"眨眼"的事实只有一个，意

的"科学民族志""功能主义"以及沉 义却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是纯粹生

溺于H追求事物的客观性"的范式也 理性的，可能是对某一个人的故意

成为一个被跨越的门槛。就像当年 行为，可能是在特殊语境中意义结

"跨越"他的"老师"那样，马林诺夫 构的表述。所以"眨眼"的事实与意

斯基同样被晚辈所H跨越"。 义有着不同的解释。他的结论是:

有意思的是，以格尔兹为代表 综观社会行为的象枉王国一→一艺

的解释主义人类学在坚持"田野作 术、宗教、意识形态、科学、法律、道

业"的基础上，对各类文学文本、口 德，诸如此类，人类学家并不是以追

述材料等持相对宽容的态度。原因 求客观王国的形式置身其中，而是

是:在他们眼里，"田野"和"文本"都 以自己独特的解释介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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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乡 1973: 剧。

类学家

"作者功能" (author 

强

(M. 

民族志

上要

持与对象的"距离押。换

, 1990: 15-16) 。由于 之f客观记录押并非民族志叙事的

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对 全部 9 甚至未必是最根本的一种

"作者解释作用和意义的强调 9

传统人类学研究一味只管最大眼度

途径。

基德尔 经就实践科

地在"田野作业"中将人类学家自身 学在探索社会奥秘的方法与途径上

当作简单的H照相机"无疑起到了矫 的多种可能性提出了建设性的意

正的作用;并将民族志范式与"写文 见"实践科学属于许多探索社会领

同置一畴 9 同时 9 也为古典民族 域方法中的一种。实践艺术和宗教

志作了一个新的、带有"昭雪押意味 则属于其他的方法。我们为什么要

的申辩与声援。 学习这些方法?它们何以成为实践

不言而喻 9 民族志研究可以归 科学?一个理由是这些方法有助于

入"实践科学"的市畴;但是 9 民族志 正确地判断人民和民族的表现形

批评对于"实践科学"的辨识显然并 态 9预测他们的未来。另一个理由

不局限于单一性地对客观事实的搜 是它们有助于理解社会生活中的事

。如果那样的话，任何民族志对 物 9发现与这些事物相关联的脉络

"异文化押的描述都不及原住民来得 以及形成相互关系的原因。也就是

细致和完整 9 任何一位人类学家对 说 9这些方法不仅使人们了解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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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预测事物演变的方向，而且对这 那才是至关重要的。另外，我们有

且现象作出解释。第三个理由是有 必要强调，"叙事文本"也是一种客

助于控制事件并使之产生人们期待 观性的物质存在。文本成为"文字

的效果。" (S. L. Kidder , 1981: 类型的表述"也会产生类似于历史

13)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 神话的成因和逻辑:在虚拟与事实、

类学家在田野作业中努力采用"实践 主观与客观的内部关系的结构中再

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以获得客观事 生产出超越对简单真实的追求，而

实的科学性;另一方面，他们针对客观 寻找到另外一种真实一一"诗性逻

事实所作出多样性、个性化的解释。 辑" (poetic logic) (M. Sahlins , 

文本可以类同于一种叙事。叙 1981: 10~11) 。换言之，文本表述

事经常被比喻为故事的讲述。人总 一旦脱离了作者就具有了经久性，

介入于"故事"之中。理查德森认 从而成为"事实" (fact) 之后的"真

为，人类的本质有多种表现形式，除 实" ( reality )。

了人的"生物存在和经济存在"之 (三) "装饰之美"一种民族志

外，还有一个基本的属性，即"讲故 范式的困惑

事者" (storyteller )。它表明，"社会 列维一斯特劳斯(2000: 36~39) 

人"总脱离不了社会和历史的情境。 在《忧郁的热带》中曾对旅行中所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都在故事之中， 察现象的复杂性表示困惑"我所做

同时，故事又确认人的讲述时态与 的正是一个空间考古学家的本分工

语境。人是故事的制造者，故事又 作，镇而不舍地要从残片遗物中去

使人变得更为丰富;人是故事的主 重现早已不存在的地方色彰，不过

角，故事又使得人更富有传奇色彩; 这种工作是徒劳无功的·…..有这种

人是故事的讲述者，故事又使人变 认识以后，幻想便开始一步一步地

得充满了想象。在这里，叙事本身 布下它的陷阱。我开始希望我能活

具有自身的功能一一结构性质。格 在能够做真正的旅行的时代里，能

尔兹试图通过"事实之后"的命题告 够真正看到没有被破坏、没有被污

诉人们，获得"事实"不是最重要的， 染、没有被弄乱的奇观异景的本来

"事实"包含着阐发的多种可能性，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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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做的

现代押

今天显得更为重要。让@费郎索

@利奥塔德C1992a: 用极简单

的话说"我将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

事的怀疑态度。

Jameson 号 1985: 11 

: (1)移动性/多样性。

"移动流动押景象。

学者根据"全球化的文化潮流押

化情形 9归纳出了

图尽:

应当是这样一种情形: 的范 术图景( 景

围以内表象自身的形式使不可以

现之物实现出来;它本身也排斥优

美形式的愉性， :fIF斥趣味的同一，因

为那种同 A有可能集体来分享对难

以企及的往事的孀怀;它往往寻求

新的表现 9 其目的并非是为了享有

它们 9倒是为了传达一种强烈

纪 60

的发展 9 后现代 变 世

和媒体图景( ) (A. 

, 1990: 295-310) 。后

现代社会的这种移动属性使文化呈

现出与传统意义 的多样性。

扩容性/增殖性。

移动属性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旅游活

动使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容

性'99 前扩大，

然导致表述上的另

的增殖与扩大。"cs. La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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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Urry , 1994: 256) 民族志要在 调查。考虑到研究瞬间性的局限，

这一个特定的情境中去观察对象 人类学者对大量有效数据进行采集

的变化，并把它看成一个由"符号" 的唯一方法就是元数次的重复观察

(signs) 和"象征"( symbols) 构造的 和询问成百上千的移动者，但是这

系统(1. Urry , 2002: 7日。民族志 种方法必然会采集到大量的没有研

在当代旅游文化的情境中要面对 究深度的定量数据。被调查对象在

所观察对象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扩 特殊情境中的特定心理状态:包括

大化"0 (3)遮蔽性/虚假性。伴随 精神高度集中的、陷入沉思的、注意

着社会化再生产和技术主义的作 力分散的、严肃认真的、心理状态不

用，民族志已经从传统的对"孤岛 稳定的等。这且状况必然会影响民

社会"的观察和了解进入到了复合 族志者的工作，包括进行访谈、调

性、互动性、多边界社会;技术主义 查、填表、甚至观察时的深度和效

又加剧和强化了对文化的"装饰" 度。 (2) 被调查者在特定的情况下

作用，致使民族志首先必须对对象 很难表现他们的真实心理状况，或

的"真实性"进行颤别和确认(彭兆 表现心理上的多变，导致调查出现

荣， 2006) 。 不真实和混乱的状况。(3)由于民

当传统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 族志者对事件的短暂参与，很难期

化，民族志的方法和范式势必也要 待他们将参与者置于连续的生活背

产生变革。今天的民族志者要如何 景下对其作出深度的解释，致使民

面对"旅游文化"?如何观察没有固 族志者无法贸然下结论。这意味

定空间、没有确定的单位边界?以 着，以传统的民族志方式对移动人

什么方式获取有效的资料?如何透 群进行研究时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过遮蔽性事物的表象去把握内在真 为了探索新的方法，人类学家们正在

实?这些都是民族志需要解决的难 进行多方面的试验。格拉伯恩

题。当今的民族志挑战包括: (Grab旧n)教授曾经采用一套组合

(1)事件的短暂延续性和参与者的 方法对游客进行调查(包括一些人

即时参与性。这使得哪怕是最勤勉 类学家或其他学科的学者采用民族

的人类学家也只能进行有限的田野 志方式对世界上一些已代表性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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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

) (J. , 

1997: 52--91) 幸自 (附

, 1995: 

195 )罗 " 

thc (V. Amit 

ed. , 2000: 1-17)。那么 9 面对如

此充满变幻的社会情境，

民族志研究是否成为可能?

它是否预示着民族志实践进入到一

种"实验的时代这不仅意味着传

统民族志原则将受到挑战，

上也面临着某种意义上的变革。

学者因此将这种转型与变革上升到

"挽救式民族志丹的层面来看待。

别是在"旅游文化月(

culture) Clifford , 1997: 17) 成

日，日，

995: 58-178) 。

式观察 9 白的体验，

。其他一些研究手段

大多是在西野调查之后才运用

(同上， 2002: 。

简言之雪对民族志叙事和

反思在很大程度上己经超越

了某一种表述方式 9 甚至超越了某

一个学科的樊篱和学科所遵循的原

则范畴，而成为对叙事范式的认知

与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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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的人文渊源与"新本体论"转向

王铭铭

摘 要"民族志"之名，来自古希腊文的"民族+志"，指"记录的民族

学"，而"民族学"则常被理解为"举各民族物质上行为上各种形态而比较他

们的异同"(蔡元培) 0 "民族+志"这一组合是近代的发明，与欧洲国族观念

有着既相合又相离的两可关系。就多数经典民族志呈现的面貌看，尽管有

将民族志视作"民族研究"的基本方法者，但民族志研究单元一般超脱于"民

族"，其描绘的物质、社会和精神世界，是"ethnos( 民族)"的真正含义，指与

近代西方"个人"不同的其他"人的观念"。对民族志书写者而言，所有地方，

都是"世界性的"，在人文关系的"世界"中，"己"与"它"的关联性被分解为几

类关系及其认知，但其本来面目是浑然一体的。它"因地制宜"，形成人中

心、神中心、物中心的形貌，相互之间存在差异，但在等级与互惠的复合性意

义上，却普遍一致，从而使场景远离"我者"的民族志，总是关乎"己"←一作

作者简介:
王铭铭(1962一 ) ，福建泉州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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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这包括"民族"，但不等于它。

与对现实主义民族志的重新思考同时，人类学界出现一股对民族志做

出新实验的潮流。这种有意识的新潮文化反映，以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为先导，并主要采用三种表述形式。一是对异

文化经验的表述，在于它们对不同文化对人观(personhood) 、自我 (self)和

情感 (emotions) 的不同界定和经验，其主要目标是对传统人类学的"集体思

维方式"(collective mentality)理论的批评。目前对不同文化的人观的研究

所形成的实验民族志，包括三种类型:心理动力学民族志( psychodynamic 

ethnographies) 、新现实主义民族志 (realistic ethnographies)和现代主义民

族志 (modernist ethnographies) 。现代主义人类学者花很多精力去构造自

己与访谈对象之间的对话。更有意思的是，某些人类学者还请被研究者参

与民族志的写作，使他们在民族志的创造中有一席之地。二是对人类学者

所处的世界政治经济过程的反映，在于对民族志的传统小型地方性社区的

描述与近代以来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的矛盾关系作某种调和，这一

特点的形成是受近年来政治经济学派对解释人类学的批评的启发。解释人

类学把非西方社会看成是与外界隔绝的社区，在这种与世隔绝社区内所做

的象征和意义的阐述虽然具有尊重异文化的价值的优点，但是忽视了 16 世

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和非洲的渗透所造成的非西方社会的文化变

迁。三是把人类学当成文化评论的艺术，主张人类学是文化批评 (cultural

critique) 的艺术。民族志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其精神在社会人类学中早已

存在。在描写远方文化的过程中，人类学者同时是在从事一种对自己所处

的文化的价值和准则的重新思考。人类学的文化批评的关键，在于变熟悉

的事物为陌生的事物，变西方视为自然的价值观为怪异的价值观，即"转熟

为生气defamiliarization) 。据马尔库斯和费彻，"转熟为生"的做法有两种，

一是认识论的( epistemological) "转熟为生";二是跨文化交叉法 (cross

cultural juxaposition) 的"转熟为生"。

民族志并非一成不变，它得到过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不同定义，总体形

貌又有过数度改变。与过去一样，当下民族志有着它的时代特征，而关于这



民族志的人文渊源与创新本体论"转向

一特征为何，身处其中的学者有各自的解释;当下越来越多学者将这一特征

形容为"本体论转向"。在 19 世纪后半期的实践和论述基础上， 20 世纪上

半叶，人类学家给民族志以体系化的方法学阐述，以"科学"为名，对研究实

践加以规则上的界定;之后，民族志内涵得以丰富，研究得以深化，地理空间

的覆盖面得以拓展。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的来临，民族志出现了两度转变，

一是所述"对象"在地理、历史上的上下文关系 Ccontexts) 引起了关注;二是

挑判知识论视野被引入，民族志先后由诠释学加以反思以及由后现代主义

加以批判。先后发生两次的转变，使民族志的本体论求索退让于知识论的

"考据"。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情况再次出现了变化，民族志走

出知识论批判，回到了对知识形成的区域性关注，并以新姿态重新进入宇宙

论与本体论的经验研究领域。此后，民族志研究空前重视存在的关系性与

世界的意义，由此被概括为"本体论转向"。

以本体论、知识论、新本体论来表示民族志三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

征，并不是说各个阶段都只有一种民族志范式。本体论与知识论总是并

存于每个阶段中，并且可能是难解难分的。以"本体论转向"为例来说，这

种论述主张回到本体论，但事实上，"回到本体论"的主张，却又是一种严

格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只不过是这一主张与后现代主义主张不闰，后者

几乎认为知识论是一切，却又放弃不了"在世界中解释世界"的本体论追

求。一个阶段被我们形容成"本体论的"或"知识论的"，原因只在于在那

个特定的阶段中，"本体论"或"知识论"成为民族志两面中相对突出的

一面。

当下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知识论的反复自我反思中解脱了出来，回到

重视民族志"世界"本体的传统，并赋予这一传统以新的内涵。这一具有创

新性的回归表明，被后现代主义者形容成"现代主义"的那套民族志认识方

法，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质疑之后，声名和活力得到了部分恢复。这意味着，

所谓"现代主义"早已蕴含着"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有穿越"我他"界限、自我

才比评及"召唤非现代性的宇宙论"的"自觉"。

后现代之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阵营"的研究者对民族志书写的区域

结彩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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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整理、对宇宙论的历史人类学的"考据"、对作为"关系的土著"的被研

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的贯通 9 构成了民族志的新形态。以田野工作和书

写为主业的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气而正是在对这"初级阶

段"的内涵之界定、反思、再界定中 9 人类学走出它的"殖民"阴影 9 渐渐趋近

于一门人文科学。通过对经验、整体、相对的民族志观的再界定、再综合，及

对区域知识、世界观及"土著哲学"的再辨析、再提升，创造着本体知识

兼合的H 民族志理论"，接近着人文科学的那个"物"。

关键词:民族志 知识论本体论新本体论



民族志的人文渊源与"新本体论"转向

就是 ethnos 用来指代的 nation)被

一、民族志的人文渊源① 认定为现代社会的最高级团体及集

体精神的最高表现，"不论民族的强

作为"记录的民族学"(蔡元培， 弱、国家的大小，无不以‘民族'为全

1962: 1-11) ，民族志原文由两个部 体人民情感上所共同要求的 6道德

分组成一-ethno(s) 与 graphy(法 一体'''(吴文藻， 1990: 209) 。

文 graphie) ，它们均来自希腊文;其 民族志名词中的 ethnos 带有近

中， "graphy"源于希腊文 graphein ， 代国族的"一体"诉求，既有民族实

意思是"记录"(它的意思与汉文方 体的含义，又有民族精神的含义。

志的"志"字相通，指的是有系统的 然而，事实上，多数民族志却主要是

记录) ; "ethnos"则指的"民族"(需 指对相异于这种"民族"的"另类人

指出，因古希腊人并未给予种族与 群"的考察和描述，其焦点由于欧洲

民族清晰的区分，当时用 ethnos 来 之外地区的"异类"及欧洲内部的

指代的，恐沦为"混杂"之物，可兼指 "俗民"。

种族、民族及相关的文化，因而，中 德式的民族/民俗学，典型地表

文对英文 ethnography 或欧陆 现了民族志对于"异类"及"俗民"的

ethnographie 的译名有"人种志" 双重关注。一如蔡元培所言，德文多

"民族志""田野[文化]志")。 数民族作 Volker，学作 Kunde，记录

(一)民族与民族志的辨析 作 Velkskunde，乃从英文 Folklore 出

作为一种人文科学研究方法， 来。英文这个名词，是 1846 年学者

民族志名号中的"民族"，用的是古 W. J. Thomas 所创作，用以指代通

字，但这个古字，却是近代再创造出 用的 Popular antiquities 的名词，是

来的，它"复出"于欧洲近代经历的 民俗学的意义。后来渐渐为各国所

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之中。 采用，并无改变;唯有德国人照本国

在近代欧洲，民族(或国族，也 字义改为 Völkerkunde，也唯有德

① 这里的"民族志"指巳thnographies，其原意为对某地或某族群的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描述o

国内译法对 ethnographies 的原意没有准确的体现。考虑到翻译惯例和讲述之便，本文延

用旧译。

警忽地

"'~'7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国人用他的民族学多数作为考察各 的。这一情形得到涂尔干 (Emile

民族文化的学问的总名(英文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岛也uss) 的

Folklore 一字，并无多数字) ，而又 描绘，他们说，学者最直觉的想法

加以记录，比较等词语(蔡元培， 是，"群体生活只能在界限清晰的政

1962: 3-4) 。 治有机体中发展"，但民族志却将注

"异类" (Volker) 和"俗民" 意力引向另外一个方向"有些社会

(Velks) ，均指未有古希腊罗马的 现象不那么严格地归属于确定的社

"政治文明"的人群，其精神被认为 会有机体。"(莫斯，涂尔干，于贝

缺乏有机整体性;作为民族学和民俗 尔， 2010: 36-37) 

学对象，这些群体处在一种缺乏"道 但"民族志"字面上的意义，始

德一体境界"的状态中，有的规模小 终未能充分体现其方法学的丰富内

而缺少自觉的政治结合，流于"自然 涵，个中问题来自歧义杂处的"民

组合"，而被称为"自然民族"，有的虽 族"一词。

有自己的团体组织，却与其他"民族" "民族"这个词被译为汉文后，

杂处在界线模糊的文化流体中。 给我们带来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

"民族"带来了民族志的吊诡: 及。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

一方面，民族志记录的对象群体，带 国内之"民族"既指"国族"(具体说，

有民族志书写者所在社会的印记， "中国民族"或"中华民族")又指"少

它们若不是与世隔绝，那也必须像 数民族"。与欧洲的情形不同，这两

国族一样拥有自己的文化或民族的 种"民族"并不以内外为界，不是德

物质和精神的一体性;另一方面，直 式的 Volker 和 Velks 之分;相反，

到 20 世纪 20 年代，研究者对实际 工者共处于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国家

对象群体的界定，一直无法被圈定 之中，其凝聚为一个"道德一体"的

在个别"民族"内，民族志"有以一地 进程，不表现为黑格尔式精神国家

方为范围的川有以一或数民族为范 的世界化，而表现为境内"文化边

围的""有一器物为范围的""有以一 缘"或"边疆"的"中央化"0 20 世纪

事件为范围的"，也"有以一洲的普遍 前期，国内民族学尚比较关注西式

文化为范围的"(蔡元培， 1962: 3 民族学中的 Volker 和 Velks 之文

2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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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为

32-71) , 

相

引起另一种解 'IJI , 

ethnos 含有的疏离子邮

内涵叭却得到了比国族式民族

的问传记押远为成效卓著的发挥。

就既存民族志的实际内容看 9

民族志考察的对象类型 9 范围比固

定化的"民族押远为宽泛而多变。 20

世纪 ， jti维一斯特劳斯(Claude Levi国

即认为 9 民族志的对象是指

广义上的 H社会共同体999 而非"民

主主押。就 20 世纪的研究状况看，

们可以包括"民族押之下的家庭、游

群、社区、部落?也可以包括超出"民

族"范围的宏观区域。从歹。民自己

的著述看 9 其涉猎的范围如蔡元培

概括的一样繁复?H有以一地方为范

围的"(如，巴西丛林村社)户有以一

" 

，。

体的 之所能

及之范围对应。虽不乏具备跨社群

和跨地区研究能力的民族志研究

者J旦多数民族志研究者为了研究

之方便及认识之深化?倾向于选择

少数可把握的社会共同体为研究场

所罗他们生活于其中 9对所在社群之

生活加以参与观察。从而9"典型的

民族志研究是关于一些社会共同体

的论著:它们尽可能小到使作者通

过个人的观察便能搜集到他的大部

分的材料"(列维斯特劳斯， 2006: 

318-350) 。

如此说来，民族志一词的"民

族押实际上便不再指民族(尤其是近

代定义中的民族λ而是观察者主动

。 被誉为民族志最高成就的《努尔人》实可谓是对非国族"道德一体"社会描述;而即使是在

诸如《尼加拉》之类的"国家民族志"中.研究者也是借"另类"国家(剧场国家)来反观近代

国家(实质权力国家)。

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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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方法论单元气

可以像沃尔夫 (Eric Wolf) 那

样，将民族志方法论单元的个人化

选择归结为一种"称不上是解释"的

惰性行为①号但这种选择在人类学史

中的频繁出现至少表明 9 对于民族

志中的 ethnos，我们还应作认识主

体的界定，并且有必要强调指出，除

了其灵活可变之所指及其含有的特

殊方法限定之外， ethnos 还有一种

特殊的H弦外之音"其所指的时社会

共同体"远在近代社会(尤其是其繁

华都市)之外，其在黑格尔意义上的

"缺憾'气如前所说，这些社会共同体

被视为不具有H道德一体"属性) ，既

可被理解为"缺憾'气又可被理解为

文化(文明)的相对质朴尊贵。民族

志方法出现后的历史时期，获得的

成就主要是对部落与乡民社会的记

录;在这些社会共同体中，人们多为

不同于现代文化精英的"凡人""俗

民川大众""常人"(因而， "ethnos" 

常被学者用来区分这些人与包捂学

者在内的精神贵族) ，其生活方式与

文化，属于遗留于现代世界的"民间

古旧事物"，与民族志作者所在的

"此处"(现代复杂文明)存在着鲜明

差异，属于历史和地理意义上的"彼

处"。也因此，民族志一词中的前缀

ethnos，不单纯指被研究的社会共

同体"对象群押，它还通常指作为被

研究对象的"人民"生活方式和文化

① 可以想见，出于列氏所述之原因，在将民族志方法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社会

之研究中时，以吴文藻先生为首的一派学者，才不赞同另一派学者所坚持的以"民族"为

研究对象的意见，放弃"民族"二字，转而以"社区"代之，主张以乡村社会中村落一级的单

元为典范性的研究对象，并认为"社区研究法"(即"微型社会学"[micro-sociologyJ )能胜

任于部落、乡村、都市社会的研究。吴先生这派学者所谓之"社区"一方面是"指一地人民
的实际生活"，包括人民、人民所居住的地域及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三个要素，意思大抵

接近"民族"但另一方面句"社区"又指一种脚踏实地的实地研究方法，是学者通过与被研

究者直接接触而了解社会组织的"不二法门"，其含义的对象与方法双关性，与 ethnos -
词无异。

② 20 世纪上半叶出现的现代派人类学典范文本(如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J的

特罗布里恩德岛人[the T robrianders ]民族志、拉德克里夫布朗 R. Radcliffe-BrownJ 
的安达曼岛人口he Andaman Islanders] 民族志及埃文思普里查德 [E. E. Evans
PritchardJ民族志中的努尔人[the NuerJ民族志)在克服"民族"寸司的自相矛盾中付出了

民族学的代价 它们择其一而忘其二，聚焦于"单一社群"的深入考察和技术，而舍弃经

典民族学的另一个值得珍惜的方面，即对边界模糊的文化复合体的记述。如沃尔夫(Eric

Wolf)揭示的 9"虽然人类学曾一度关注文化特征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却也将它的对象划分

成彼此分立的个案:每个社会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它们被想象成一个整合的、封闭的系

统，与其他同样封闭的系统相对立"。



可

(二)博物学式的民族志展示

Ethnos 

, 2000: 148)①莫斯

一个人物到一个人、

个体 9

、从

、一个

三ζ
二兰七二三

到 J臣、 押(马 斯

1938 年成文的《一种人的精神范畴: 合理因素的莫斯 通过这"糯

人的概念号"我押的概念》一文中(马

塞尔@莫斯， 2003: 198--271) ，莫

斯提供了一幅人类精神诸范畴的社 方 9

会史图画 9他以普埃布洛人、美讪|西

北部印第安人、模大利亚人的民族

士U 现的不南部落对于"人"

物押"角色"的概念为例 9说明部落社

会"人押的概念之特征。接着，

对印度和中国相关历史和民族志素

材的过渡性介绍 9 莫斯将视线引

西方世界个人观念的发生史 9 使他

自己的这篇文章读起来有些像

只 西

蒙运动

科学有着密切关系。

莫斯引用的民族志 9 多出自其

向道对部落社会的研究;而这些研

究一经他的过滤?成为一个富有

的谱系 9 这一谱系为我们

明，民族志叙述下的社会共同体，与

民族志作者所处的近代西方社会之

间 9既存在鲜明差异，相互之间叉似

。在部落社会中 966人押是部

① [法]列维斯特劳斯说"民族学在里弗斯身 t获得了它的伽利略，而莫斯便是它的牛顿。

因此，我们只有心存→个希望，1l~就是乡在这个比一度使巴斯卡尔恐惧的死寂元声的元亘

宇宙更为麻木不仁的世界上，主~些依然活跃的极少数所谓:二元组织 它们可比安享庇

护的行星 能够在下

22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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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组成部分，部落内分为分支 9 图

腾群体拥有一套用以命名个体的人

名，得到这些人名的人被认为是之

前用过这些名字的人的"转肚'气人

们通过与先祖图腾和神话叙事联系

起来?由此形成某种"族谱'气拥有名

字的人在仪式集会中应表现出被曾

拥有同一名字的前辈的灵魂"上身"

的情景，仪式通常含有舞蹈的内容，

这种舞蹈一般是人们在成年礼中

习到的。部落社会的"人999 不分离

不能够无视部落社会的存在。一方

面，近代西方的"我冉的自觉，正是在

与部落社会的"人我不分"状态相近

的古拉丁状态中逐渐演化而来的;

另一方面 9正是对于部落社会的"人

的观念"的民族志 9使认识者更为清

晰地观察"人的思想是怎样向前发

展的竹马塞尔@莫斯， 200: 297) 。

在论述问题时，莫斯辩证而隐

晦，但在一个观点上，他却又明确主

张:只有在近代西方，个人才获得了

己与他人和非人之外 9不构成"强立 社会与道德的重要性;在其他社会

人格"，更不属于自觉的精神实体。 中，这种"个人押的概念基本上是不

这种"人"的观念与近代西方的同类 存在的，它没有获得社会和道德的

概念存在差异。在拉丁世界确立的 重要性，而是附属于社会与道德。

"~去律人"(它规定着人、物、行为之 取径于对不同民族志素材的综

间的关系)概念的基础上 9经过基督 合，莫斯达致一种"观己为人之道"

教的"道德人"观点 9 再到清晰的 的比较;对于这一比较，后世人类学

"我"的概念，近代西方最终由哲学 研究者作了进一步说明。杜蒙

家赋予"我怦以特殊地位"康德已经 CLouis Dumont) (2003) 以印度种姓

把个人意识、人的神圣性作为实践 制度与近代基督教下的西方个人主

理性的条件。而费希特则进而把它 义的对比，来说明非西方与西方等

当作 6 我少的范畴，当作意识、科学、 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差异。在回顾

纯粹理性的条件……从这个时代开 近代西方"观己为人之道"形成历程

始，思想革命发生了，我们每个人都 时，利奇 (Edmund Leach) 则指出，

有自己的 6 我乡。" (马塞尔@莫斯 9 此阶段一种泛化的人类观念越来越

2003: 296)然而，与"原始"部落社会 占支配地位 9它要么主张，人的一体

之间形成鲜明差异的近代西方，并 性应来自同等的个体的共处;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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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体性应来自社会凝聚。而 民族志中呈现的"观己为人之

这岛主张同属"平均主义观念"，其 道"不是现代性的，与发源于近代西

实质内容是"个人视己身为道德的 方并由此传播开来的个人主义相

终极神圣源泉"，"不承认任何外在 异，借杜蒙的话来说，其构成中个人

于己身的道德权威" C Edmund 只存在于世外，借利奇的话来说，其

Leach , 1982: 79) 。在美拉尼西亚 总体特征是"承认外在于己身的道

土著人民族志上有卓越建树的玛丽 德权威"，借斯特雷森的话来说，其

莲·斯特雷森 CMarilyn Strathern) , "人的构成方式"是"关系的多元复

则从"个体" C individuaD 和"非个 合整体"①。

体"C dividuaD 的对比，诠释了莫斯 如果说 ethnos 的深层含义是指

对比的含义。在其名著《礼物的性 在人类学家论述的社会共同体中普

别》一书中，斯特雷森说，"美拉尼西 遍存在的作为社会性之载体的

亚的人，不是独特的实体……他们 "己"，那么，这种所谓的"社会性"又

内在地包含着泛化的社会性"，他们 包含哪些内涵?

的"人"，"被建构成生产他们的关系 卷入个体与整体关系辨析的后

的多元复合场所" (Marilyn 世人类学家如杜蒙、利奇和斯特雷

Strathern , 1988: 13) 。 森，眼光局限于社会的"人间面向"，

人类学家是"做民族志的人"， 他们简单将莫斯论述的"观已为人

通过"做民族志"，他们不仅试图把 之道"解释为不同文化中的"我"与

握所研究社会共同体的存在方式， "他人"关系的整体性，而没有看到，

而且试图洞察其"观己为人之道"， 莫斯关于"人""我"之类范畴的比较

民族志中的 ethnos，面上指的是社 民族学研究，除了其哲学和心理学

会共同体的结构形态，深层则指这 的关怀之外，还包含一种认识论的

类形形色色的"观己为人之道"。 求索，它隐含着一种对于笛卡儿之

① 有这两个总体特征，"ethnos"之所指，便接近于费孝通先生以"乡土中国"为例阎明的"差
序格局"。在费先生看来，在近代西方以外的社会共同体中，不存在作为团体成员存在的
个人，所存在的是"己" "己"不能理解为"个人"，因为它是由与之形成"差序格局"的种种
关系构成的，其源泉是亲属制度，但历史存在弥散于社会的诸层次中，使大社会的构成也
带有浓厚的差序格局色彩。

繁编辑、

??'l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H手术刀阳

后为欧洲|知识分子广泛信奉的物 成一种对社会性的全面论述;在这

我、自然-人、世界-思想、世俗 此论述中 9"社会性押绝非只是"人

神圣二元论思想方法的反思性 间关系押，在任何地方，它都涉及生

继承。 活与思想的所有方面，与人神之

仅就其关于部落社会的"现己 间、人物之间关系紧密勾连，融成

为人之道"的论述而论 9在莫斯的笔 整体。

下，那且"原始在ß落人怦的H 己罗99若无 (三)民族志的文化早期三分法

法与其亲属伙伴在一起，又无法融 莫斯的主张可谓是一种广义人

人神话世界和图腾祖先，便~.夺元以 文关系学论点，这个观点至 20 世纪

为人。对于"原始部落人"而言f社 20 年代中期(((礼物》初刊之时)巳完

会性"不仅指人人关系，而且指作为 善。也正是在那个时间段，身处大西

这对关系之源泉的其他关系，尤其 洋两岸的英美人类学家，通过各自的

是， (1) 通过神话叙述和仪式与神界 努力提出了对 ethnos 的重新界定。

形成的关系 ;(2) 通过图腾制度与自 无论是身在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

然世界形成的关系。在发表u一种 还是身在美国的波亚士 (F. Boas; 

人的精神范畴:人的概念， 6我 9 的概 又译"t事厄斯"，本文也称"波氏";

念"一文之前 9莫斯已发表了《献祭》 下同) ，都以"文化押来理解 ethnos ，

《礼物))((论因纽特人社会的季节变 且都主张文化的"一分法"。如吴文

化》等著述，在其被引用最为广泛的 藻早己提到的(1990: 190--253) ，马

《礼物》一书中表明，理解人人关系 林诺夫斯基综合里弗斯(W. H. R. 

的中介(物和灵力)的重要性，在《献 Rivers) 与塞利格曼( Charles 

祭》和《论因纽特人社会的季节变 Seligma划，对u文化"作出了"物质

化》中，则侧重从"原始人"个体 底层""社会组织"与"精神方面"的

集体、世俗 神圣的季节性界定 区分，而波亚士将德式民族学与其

审视社会构成的"自然(物质)原 自身研究经验相结合，提出根据人

理"(王铭铭， 2013) 。这业已著作形 类生活的复杂性?文化可作一个方

成一套比较民族学体系，它们单独 面的描述: (1) 人类对周围自然的

发表时各有偏向，但结合起来则形 适应 ;(2) 社会中个人间的相互关

224 



Cù 

另外 9

立 两个问题所纠缠: ( ) 

(其法国版本实脱胎子莫斯的《

民族学讲义)))都己编订③(凌纯声 9

林耀华， 2004; ，而经 19 世 两性H 内

纪中后期的早期实践到 20 世纪初

期的"自觉行动飞大量民

英国的《

德国和法国各自的《

题》、

问题格》

问世。此后?专题化研究和综合

9均出现繁盛局面。

对这些门类化、专题化和综

比较方面的阐述加以重新组合 9

得到一个与人文关系分类大致相

到底反映的是其相互关

的理捏? (2) 亲属

的

系

己何与H他人押之间关

形式"出现 9 甚至是在民

族志对政治的叙述中 9 这类形式也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被当作政治

以解析。

成熟于 20 i世纪 50 年代的政治

① 马氏与波氏都曾受德语系民族学的深刻影响，二二者共同以文化而非社会性来解释 ethnos ，

与他们的这些背景有关。不过，二者之间在文化的用法上也存在两项明显差异: (1)相比

泼亚士，马林诺夫斯基更受涂尔干学派的社会理论的影响，因之 9其"文化"指的是与社会

相适应的复合体系;而波亚士则几乎将文化界定为人与自然之间中间环节; (2) 相比马林

诺夫斯基，波亚士因更注重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间环节，而更易于在理论上走向作为适

应不同环境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体系的"相对文化"。

① 凌纯声曾依据欧洲诸国的主要民族志工作手册写出他的《民族学实地调查方法》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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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开启了若干人人关系研究 以至于更中立的 divinities 加以

的新层次，社会共同体中冲突与和 描述。

解、结构关系中的支配与权威认可、 早期人类学家相信，包括"蛮

人人之间"不平等关系"中话语与象 族"在内，全人类都属于世界的观察

征的作用、民族认同的"原生性根 者，于是，他们将人神关系视作一种

源"与国家创造等论题，将人人关系 认识关系，属于人认识"己"的前世

研究导向普遍复杂的社会情景中。 与来世及世界与"己"的异同的

与这种普遍复杂性的发现同 产物。

时，经济人类学家从平均主义经济 后来，多数人类学家持有怀疑

(如狞猎一一采集社会)和互惠交换 论主张，他们并不相信认识者有能

的论证转向生产关系与交换的等级 力看透"他者之心"，为了更为务实

性诠释;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与 地观察被观察者，他们转而主张在

交换方式的批判性研究则又为我们 人的宗教性行为(尤其是仪式)中寻

指出，对于 ethnos 所指的那种杂糠 找人神关系的线索。在仪式中生

状态的现代"商品"与"市场"，存在 死、人神关系的拟制，如何起到强化

前提是本来难解难分的人人关系突 关系结构的作用，仪式中神性和象

然消解，"人情"脱离了人赖以相互 征如何起到规范个体生活、使之社

交流的媒介物，这不仅造就了自由 会化的作用，成为人神关系论述的

的人力和物品流动，而且为致力于 重要问题。

重新赋予社会以道德秩序的思想开 人类学诞生于基督宗教世界，

拓了空前广阔的空间。 宗教人类学家专注于这个世界的外

述及人人关系时，民族志书写 部，其考察的人神关系，多与基督宗

者把祖先和神灵牵扯进来，这是因 教的定义不同。在基督教中，人在

为，在他们沉浸于其中的多数人群 神面前是平等的，但条件是，存在一

中，人与"神明"之间并元绝对的界 个唯一的、与他们不平等的神，上帝

线。对于"神"，民族志书写者采取 是人的"绝对他者"，人给神献礼致

广义的理解，不称之为"唯一的土 敬，不能考虑条件，教徒必须是信

帝"，而以复数的 gods 、 deities 、 cults 徒，他们要"真的信仰神"。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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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s 概念潜移默化的影响，民族 年的"非农"历史计算在人类史之

志书写者在种种另类人群中考察人 内，那么，可以认为，在人类史的大

神关系平等、神非"绝对他者"、有条 部分时间里，人并未制造物，他们本

件的献礼(牺牲)、非信仰类宗教表 嵌入在物的自然世界之中，行为和

达方式的存在可能。这此对于另类 思想都要与物的自然世界相通，否

神、祭祀、象征符号与行为的深究， 则无法生活。对于那此基本不改造

也反过来丰富了西方信仰 仪式 和制造物的社会共同体的研究，是

世界的论述。 否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根本不同的

数千年来，大部分人类己生活 世界观?

在能够分化、改造、生产物的社会 农业产生于人对部分生物的驯

中，他们赋予事物以社会秩序的力 化，工业产生于人的"驯化"视野从

量渐次增强。在这个历史基础上， 生物拓展到包括元生物在内的万

由民族志理解人物关系的时候，学 物。就其主观之外的后果而论，数

者多侧重考察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 千年来人类走过了一条既越来越远

人间属性，尤其是人如何赋予万物 离其与万物的交织，又越来越无法

可以把握的"秩序"、物品的生产与 摆脱自己创造之物对自己的控制的

交换，这就使人物关系的民族志，长 "拜物"的历史道路。在狞猎采

期关注宇宙观(人对物的世界的、富 集、农耕一牧业、工业这人类"进步

有人间价值的看法)、技术学(协助 史"的三大阶段中，人物关系发生了

人化自然物为文化物的知识与物质 根本变化，人从嵌入于自然到改变

性技术的体系)、"物的社会(人化) 自然，从改变自然到"制造生态"，能

生活"(物作为流动于社会共同体内 力不断"提升"，对人类生命的源泉

外与之间的交流媒介)。 (物的自然世界)的破坏力不断增

然而，所有这也都不能否定一 强。其间，人间世界的生活与思想

个事实:在人为之物之外还存在着 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生活从物我

众多非人为之物，人与这且非人为 不分的"自然状态"转入适应自然规

之物也有漫长的交往历史。倘若我 律地生产(农业)及征服部分生物

们将持猎一一采集人代表的数十万 (牧业)的状态，再从适应与部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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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自然的状态，转人到广泛征服的 会共同体生活地点及其周边的"这

状态，思想从狞猎一采集人的"自然 事或那事"的考察，而这监事之所以

主义"转入农业工业社会的"功 有价值，是因为它们含有关系。民

利道德"1昆杂状态(既存的所有 族志中的 ethnos 正意味着这些关

"文明社会"，都兼有利己主义与利 系，它们可以被分门别类加以繁复

他主义的两面)。 的论述，也可以被简化为人人、人

民族志之所以可能，既是因为 神、人物关系。唯有在民族志的实

历史对于物质世界的"驯化"既没有 地考察中，从所考察地的关系实践

彻底消灭人类对于自己的过去的记 和认知入手，全面和深入地"进入"

忆，又是因为出于难以解释的原因， 这在已关系，并对它们的复杂性加以

存在过的"阶段"依旧以"社会形态" 认识和再认识，研究者方有可能得

或"生活因素"等方式与我们所在的 出符合实际且富有含义和价值的

"阶段"并存着(在人间世界的"角 见解。

落"里存在着狞猎一一采集人，而都 民族志诸事实既都由"己"与广

市人依旧用"打猎"来形容自己的奔 义的"它"之间关系构成， ethnos 的

波;在更广阔的地带，农耕与牧业依 含义便可被重新理解为有别于"民

旧是人们的主业) (Tim Ingold , 族"的事物。

2000) 。在万物越来越多地当作人 若说我们说的"己"是指"世内

造福于自己的"资源"的时代，对那 存在者"，那么，以上所述之广义人

且处理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诸传统智 文关系("己它关系")便可理解为

慧的民族志记述，变得愈加重要。" "己"与"世界"之间的纽带。如哲学

(四) Ethnos 的东西方话语与 家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 

共识理解 (2000: 58)所说，"世界本身不是一

莫斯的"基本教诲"是"他告诉 种世内存在者，但世界对世内存在

我们有许多这事或那事值得观察， 者起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唯有当

处处都有有价值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有'世界，世内存在者才能来照面，

等待我们去研究。"(路易·杜蒙， 才能显现为就它的存在得到揭示的

2003: 157) 民族志就是对于特定社 存在者"0 Ethnos 要表明的，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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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道理:由于"己"的含义是由与"它 方会固执于它自己的游离开来的独

们"(他人、物、神)构成的"世界"赋 特性。而毋宁说，四方中的每一方

予的，其存在只有当"己"与"它"形 都在它们的转让之内，为进入某个

成关系方为可能。这个意义上的 本己而失去本己"。海德格尔对于

"世界"是泛指的，丽不是特指的，其 "世界"的论述，与我们对于民族志

存在的空间单元没有特定的规模 中 ethnos 一语之含义的理解不谋

定义。 而合。

民族志的 ethnos 既然是指这 (五) "己"中的他者与我者

么一个泛指的"己它关系体"，并构 在民族志的世界中，(1)所谓的

成海德格尔所谓的"世界"，那么，它 "他者"是多元的，分布在不同地区，

的内涵便可加以"广阔"或"狭小"的 拥有不同的"世界智慧'气 (2) 从这且

"注解"，不应局限于"民族"。在对 被研究人群自身的立场看，诸类"他

众多民族志构成的诸人文关系的世 者"其实与"我者"①一样，本质上都

界作广泛陈述之后，对于一个"狭 是与种种"其他"关联在一起的

小"场合内这些关系的存在形式如 "己"; (3) 由于在民族志书写者暂时

何，其世界的构成如何，可再作某种 栖居的风格各异的田野地点中，传

"注解"。 统上并不存在西式的社会科学人类

海德格尔 (2005: 88)采取了哲 中心主义观点，这哗地方的"它"既

学本体论论证，将世界定义为"天、 包含人，又包含物和神;人的存在，

地、人、神之纯→性的居有着的映射 正是在与种种"它"的关联中成为可

游戏(SpieD" ，他指出 f这种游戏出 能的。

于转让过程的合抱起来的支持而使 之所以对复杂难辨的关系加以

四方之中的每一方都与其他每一方 分类，主要是为了认识与表达的便

相互依赖"，其中，"四方中没有哪一 利。在实际的生活情景中，=对关

①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民族志的反思之作，它们将知识的辨析运用于批判，将非西方社会
共同体一并形容成人类学家的"他者"，指认民族志制造了丧失自身主体、成为客体的另
类。其中含义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一直是人文世界的唯一"我者"或唯一"观察者"，
非西方诸民族的文明是多样的，但在这个唯一认识者面前，则变成了由一个个同等的"个
体"总加起来的"他者"。

…早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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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浑然一体。研究其中的一对关 在着分歧:社会学派倾向于将人人

系，都需同时研究其他两对，尤其 关系排在人神关系与人物关系之前;

是，研究人人关系，需同时研究人神 宗教学派倾向于将人神关系排在人

关系与人物关系。 人关系与人物关系之前;唯物论者和

这同样意味着，可以通过观察 环境论者倾向于将人物关系排在人

其中一对关系，或者可以通过观察 人关系与人神关系之前①。此外 9 还

纷繁复杂的人文世界中的一件个别 存在着形形色色的综合，如，宇宙论

事物，窥知其他关系、其他事物。关 派倾向于对人神关系与人物关系加

系及关系的整体化，不是一成不变 以泛灵论的综合(Eduardo Viveiros 

的，而是随时间和空间、历史和地方 de Castro , 1998: 469-488) 。

的不同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差异表 不同"中心论"既表达诸 ethnos

现为关系的整体化的形态差异:有 世界存在内部分支、层次、板块之间

些社会共同体以人人关系来统合人 互惠性(平行)与等级性(上下)关系

神与人物关系，有些以人神关系来 的交织形态，也表达作为"世内存在

统合人人与人物关系，有在已则以人 者"的"己"与"世外存在者"的"另一

物关系来统合人人与人神关系，使 些世界"之间互惠性(平行)与等级

社会构成方式出现人中心、神中心 性(上下)关系的交织形态。其中，

与物中心之别。 互惠性(平行)与等级性(上下)关系

以人人、人神、人物关系为序来 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其交织形态则

阐明人文关系的类别与情状，同样 有差异。

是因为研究和表述之便。被我们表 有新生代人类学家不元令自己

述的社会共同体，完全可能采取以 绝望地说，

上不同的排序。民族志书写者自己 喜欢这么叫，是对不可能的他者表

也不例外，他们对于关系之序列存 述的挑战999 因为，在他者中，"物同

① 吴文藻认为，文化的物质因子(即我们所说的人物关系)是最可触摸的，而社会因子(即我

们所说的人人关系)虽不如物质因子明显可见，但也比精神因子(即我们所说的人神关系)

更为具体、易于入手研究。不过，总的来说，吴文藻认为民族志的文化论比所有思想流派

都有优点，这是因为，这一文化论对文化三因子平等看待。见吴文藻: \\论文化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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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人，人同时是神，神同时是圣 鸟"，这样的话既然可以说出来，我

饼，双胞胎同时是鸟"，这些混杂的事 者的本体与认识便不会离他者多遥

物，充满自相矛盾，让民族志作者迷 远。在养育出民族志的西方，人、

惑，而他们谈不上有什么能力对真实 神、物或物、神、人的交互关系，也没

进行表达(Martin Holbraad , 2012) 。 有随着从一切独立出来而容纳一切

人文关系，是这样的混杂和自 之整体性的"自我"之出席而退位。

相矛盾的放大，它们对于试图表述 一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表白的，

它们的任何书写者的挑战更大。然 作为民族志书写者的人类学家，总

而，我们不能说，他者与我者之间存 是心存困惑"如果他希望对自己社

有截然差异。的确，对于人文关系 会的改进有所贡献的话，他就必须

的论述是从对 ethnos 这种指代另 谴责所有一切他所努力反对的社会

类(非现代性)的"观己为人之道"的 条件，不论那些条件是存在于哪一

理解中生成的。然而，一百多年来 个社会里面，这样做的话，它也就放

民族志研究者之所以"舍近求远"， 弃了他的客观性和超然性。反过来

到远方去求索不同的 ethnos，原因 说，基于道德上立场一致的考虑和

除了与个人气质和近代世界格局有 基于科学精确性的考虑所加在他身

关，更重要的是，还与远处的 ethnos 上的限制而必须有的超脱立场

具有比近处的社会更接近人类生活 ( detachment)使他不能批判自己的

之本原的现象相关。民族志舍近求 社会，理由是他为了要取得有关所

远得来的有关人文关系的论述，同 有社会的知识，他就避免对任何一

样说明企图与他者分离的我者的本 个社会作判断。"(列维斯特劳斯，

体与认识。对"己"与"它"的关系及 2000: 502-503)然而，由自我与他

其浑然一体性的认识，主要来自"他 者之分、使命与天职之分导致的困

者"社会共同体，但这些已社会共同体 惑，不应影响民族志求索。人类学

与"我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通性 家依旧来回穿梭于 ethnos 与它的对

(不存在没有这一关系和浑然一体 立面(近代西方文明)之间，努力从

性的社会) 0 "物同时是人，人同时 对比和联想中提出见解，他们不相

是神，神同时是圣饼，双胞胎同时是 信， ethnos 所代表的"彼"与生活世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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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和认识中的"此"无关→一-不应忘

记，近代欧洲的"此"从 ethnos 的

"彼"中获得了自我认同的丰富源

泉;而其培育的人，也并非个人，虽

有人类学家所说的那一"个体主义"

形象，生活却依旧是围绕内在差异

化、人格外在化、非个人的多元复合

场所的"人"展开的。

通过"己"与"世界"的关系认识

"他者"，也是通过民族志的双向回

归实现"自我"的觉知:人并不孤独

的，我们除了与他人相处，还与万物

与神性生活在一起，因而，"唯从世

界中结合自身者，终成一物"(海德

格尔， 2005: 188-192) 。

二、当代民族志的"新本

体论"转向

"所有国家对民族志的理解都

是一样的。它是[社会人类学]研究

的初级阶段:观察和描写，田野工作

(field work) " (列维一斯特劳斯，

2006: 325-326) 。然而，民族志并

非一成不变，它得到过不同国家不

同学者的不同定义，总体形貌又有

过数度改变。与过去一样，当下民

族志有着它的时代特征，而关于这

一特征为何，身处其中的学者有各

自的解释;当下越来越多学者将这

一特征形容为"本体论转向"。①

(一)从"本体论"向"知识论"的

民族志转身

20 世纪 70 年代，民族志身后己

留下一条拉长了的背影，这一背影

里，从帝国到"新战国"(指作为民族

国家时代的 20 世纪上半叶) ，再从

"新战国"到阵营对垒的世界格局转

变，历史情境出现根本变化，民族志

的研究和书写方式不免随之产生改

变。然而，这些方式的变化，似都未

曾改变它自出现之初便己表明的主

张:从具体地方人手，由外而内，进

入"社会事实"的内里，并将之与外

部环境(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相

联系。

为了建立社会科学客观方法，

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1995: 

① 相关学者最近对此一提法的表述，参见伦敦大学霍博拉德(Màrtin Holbraad) 、本哈根大学
彼得森 (Morten Axel Pedersen) 、里约联邦大学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因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为 2013 年美国人类学会年会(在芝加哥举行)的一次相关圆桌讨论所
写的召集书"本体论的政治:人类学立场" (The Politics of Ontology: Anthropological 
Positions) (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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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素

对于作为时物押的时社会事实"的定

义?便可被理解为一种

存在的H真实冉的本体论认识。这一

本体论认识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分与

融通的辩证，它先在作为认识者的

与被认识者的"物押之间如出一

条界线?以"分离物我步99 尔后 9 叉要

求认识者暂时悬置"我"(尤其是"内

省"的我儿使之进入"对事实的存在

持完全不知的态度"的"元我之境999

而沉摆于物"

"物"所指的作为事实的问宇宙人

生9气人乎其内，出乎其夕1、 9 在物我之

间达成社会与知识的汇通。

,2002: 445) 20 

制度;

的H集体表象999 是集体的宇宙论和

人生论的观念体系。对于民族志试

图复原的"事实"到底是一种秩序 9

还是一种被秩序化的冲突 9 他们也

产生不同看法。有的(如功能主义

结柑功能主义者)把民族

反映的H现实何形容成如"桃花源押一

样的时和谐社会"有的(如冲突论

者坝。反之，认为人阔的"乱"必定是

"治押的前提。另外?不同民族志书

写者之间也常产生有关被研究地方

的地理与历史处境问题的不同研究

取向;功能主义者、结构功能主义

者、文化论者 9多视其民族志描绘的

① 在这方面 9马林诺夫斯基堪称典范，在他的民族志里"我"很少出现，存在的似乎只有"他

们"(也就是被其观察和描写的"其他人j') ，而这被悬置的"我"则通过穿行予我与"他们"之

间的界线上 9 以"元我"为形式表述这有我"的内容。由此 9特罗布奥恩、德群岛的库拉圈代

表→种新鲜却不荒诞的事实 9它"事实上是基本的人类活动或思想态度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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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为与历史和外部地理场合有 用以表明，民族志是一种不以答案

清晰界限的社会体或文化体;传播 而以问题为出发点的，不以学者生

论者、过程论者和结构人类学家，倾 活中形成的观念形态为情感偏向而

向于在田野地点周围更广阔的地理 以审慎的归纳和推论为判断前提的

空间里寻找"社会事实"内涵的来 "科学研究方法"。然而，在实际的

源;而进化论者、政治经济学派人类 调查研究过程中及撰述中，很少民

学家则倾向于将民族志田野地点放 族志书写者隐瞒从客观研究方法得

在古今人类史的广阔时间视野下加 出的结论所具有的道德的、政治经

以解释。 济学的以致世界观的和人生观的丰

不同学者之间对于作为"物"的 富含义。若这且含义因具有主观性

"社会事实"有不同的评判，且带着 而可被界定为与"科学"不同的人文

这些评判赋予作为民族志对象的 思想，那么，那时的民族志便己可谓

"社会事实"以各自的含义。然而， 是一项不缺乏历史、人文、思想内涵

在视"社会事实"为"物"、以对之加 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既科学又人

以客观研究这一"方法的准则"上， 文的研究姿态，容许了一些具有反

他们之间没有异议。 思性倾向的民族志书写者将自身的

至于民族志到底是科学还是人 作为界定为人文主义的。爱德华·

文这个问题，历史上的众多民族志 埃文思一普里查德 C E. E. Evans-

书写者似乎也并不存在过多争议: Pritcha时，以下统一称"埃文思一普

无论是受涂尔干影响的社会人类学 里查德")将民族志解释为一种接近

家，还是受波亚士 (Boas)影响的文 于历史的人文学、一种以自己的语

化人类学家，多数倾向于兼容康德 言翻译别人的文化的工作(埃文思一

与赫尔德所代表的两种对立而同构 普里查德， 2002: 18-144) 。格尔

的因，并蓄科学与历史、自然与人 兹CClifford Geertz)将民族志定义

文、规范与思想等不同立场CGeorge 为一种"浓厚的描述"，认为描述充

W. Stocking Jr , 1974: 1-20) 。在 满研究者田野之所见的"细微末

学科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他们中 节"，有"科学"的所有特点，但并非

曾有不少人反复提及"科学"两字， 局限于"科学性"，它主要陈述被研

，.，气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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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群的"精神""世界观"，但其中 "破"了 20 世纪前期的民族志二原

也兼有研究者的主观看法(Clifford 则(经验论、整体论及相对论)的同

Geertz , 1973: 3-22) 。 时，"立"了将民族志撰述中的"他

20 世纪 70 年代，来自几个方向 者"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关联的

的挑战，冲击着民族志的这此固有 近代世界史研究模式(埃里克·沃

特点。首先，在"冷战"尚未结束、后 尔夫， 2006: 8) 。

现代主义尚未流行的 20 世纪 70 年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法国继

代，西方学界出现了对民族志与殖 结柏主义之后出现了新结构主义和

民主义之间密切关系的批判性研究 后结构主义。其中，不少著述从知

(Talal Asad , 1973) ，这略研究深受 识论 (epistemology) 的不同角度介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它们揭示出作 人现代性的研究 (Sherry Ortn町，

为观念形态的现代民族志书写如何 1984)叭解构主义以及与之相联系

由其政治经济基础(近代殖民制度) 的其他思想，传到英语世界后，成

所决定。与此同时，一批致力于第 为另外一串理论 (Paul Rabinow 

二世界研究的欧洲学者提出依附理 and Hubert Dreyfus , 1983) 。这些

论(Samir Amin , 1973) ，以之解释 理论，起着破除"现代派民族志"

"现代化"如何将第二世界化为发达 的"科学"体制与"结构"观念的作

国家的附属地带。至 20 世纪 80 年 用。在英语世界，在引进法兰西

代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己直 人文思想之同时，从苏联引进文艺

接进入美国社会科学界，并渐渐在 理论，一时也成为潮流。随之，巳

其中获得广泛接受;在它的影响下， 赫金CMikhail Bakhtin) (1 998) 的对

新一代人类学家对帝国主义缔造的 话、狂欢、复调等源于文学研究的概

"现代世界"与在其支配下的"他者" 念，成为社会科学家赖以替代"科学

之间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研究。这些 民族志"的"社会""文化""结构"概

研究，既已引发对于民族志描述的 念的东西。

怀疑。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进而在 如果后现代主义者玩味过涂尔

① 此外，固然还有深有影响的"实践论"。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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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关于"表象"即"事实"的论点，他

们也许便能理解，自己展开的批判

性论述，只不过是将"表象"概念施

加在知识者身上，指出其为"社会事

实"的本质CRoy Wagner , 1981) ①。

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后现代

主义，似乎对此不假思索。后现代

主义民族志论述得以确立的前提有

两个:一个前提是，到 20 世纪 70 年

代，人类学界的新一代学者，从马克

思主义思想潮流和法兰西式的话语

解构与知识权力理论推导出一种

将权力与知识、知识与观念形态相

联系的观点，并将之施加在过往民

族志研究的构成上，揭示这类研究

与西方对非西方的支配之间存在的

关系。这个前提进而与 1978 年出

版的赛义德 C Edward Said)<<东方

学))(1978)一书相结合，成为民族志

批判者借以考察学术与政治关系的

方法。另一个前提则是文学批评，

代主义者可以把民族志文本等同于

小说来解读，通过这样的解读(尤其

是通过揭示这类文本缺乏作者第一

人称的特点) ，揭开民族志的"科学

面具"(马林诺夫斯基， 2001: 7) ，② 

指出"科学报告"与小说一样存在虚

构情节。

后现代主义民族志的批判性论

述的确是有着明确的新异之处，它

反对被运用一个多世纪的"客观方

法"，认为现代民族志知识体系的建

立，是为了支配其他社会，为了通过

政治经济支配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

"世界秩序"，因此需要在文本形式

上有所伪装(在文本中清除作者的

"我"字，便是伪装的于法)。有这样

的主张，后现代主义者便既不能接

受涂尔干关于作为"物"的"社会事

实"的论述，又不能接受波亚士从康

德与赫尔德哲学里综合引申出来的

科学 人文研究态度了;在他们

借这种批评(其中，显然也借用了前 眼里，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

面提到的巴赫金的文艺理论) ，后现 都是有主观意见、情绪和偏见的

① 如瓦格纳(Roy Wagner)所言，民族志描绘的"文化"，无疑可谓是在民族志书写者与其"对

象群"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创造出来的。

② 为这些批评者所不能理解的是，诸如马林诺夫斯基之类现代人类学家使用"科学"一词时，

关注的其实是"人文"的事。马氏说过，现代科学使民族志研究显示出"土著生活"的关系

制度与政治秩序，并使人们理解到，"野蛮人"也有着他们自己的"冒险事业和活动"，且"对
艺术品同样不缺乏意义和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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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们提出的观点，带有浓厚 但民族志工作应旨在尽研究者之所

的知识论色彩。 能缩小这一距离(如，通过学习马林

所谓"知识论"，研究的是知识 诺夫斯基的做法，采纳"土著概念"

的本质，可以指作为集体表象的物 对"土著"的生活和观念世界进行解

我关系，也可以理解为研究者的"表 释) ;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这一不可

象"。在知识论转向(亦即后现代主 避免的距离，事出有因，是在"我者"

义出现)之前，民族志书写者能涉及 的认识论背景(现代性以来的"词"

知识的前→种含义，即被研究社会 与"物"的分离术)中形成的，因此，

共同体的"社会知识"，但他们极少 克服它带来的问题的唯一方法，是

想到他们自己的民族志知识到底有 使民族志不同程度地"回归于我

什么本质，这且知识又到底是否反 者"，对其词物分离术加以反复辨析

映"真相"。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 和不断批判。

一代思考者一反他们的前辈的"常 持后现代主义观点的论者并非

态"，将精力集中于思考民族志知识 是只破不立的"破坏主义者"，在对

(及它的文本表达方式)的本质到底 词物分离术加以批判之后，其中，一

是什么，而总是得出一个结论，这种 且也设计出若干具有建设性的民族

知识的本质是权力，因而，不具有其 志计划。这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所宣称的"客观性"。 者为二个人物所代表，他们是克利

(二)从知识论向新本体论的民 福德(James Clifford) 、马尔库斯

族志再转向 (George Marcus) 及泰勒( Steven 

在现代主义(本文中即指自 19 Tylor) 。他们在大的主张上(后现

世纪中叶起形成的民族志方法的总 代主义民族志)有一致意见，但提出

体取向)与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 的具体方案却不尽梧间。紧随拉比

一条界线，它区分着两种处理"物" 诺(Paul Rabinow) (1 997) ，克利福

与"词"(米歇尔·福柯， 2001)关系 德(1986: 98-121)主张将民族志改

的方法:在现代主义那里，叙述者的 造成跨文化对话过程的记录。他认

言辞与被其加以民族志描述的"对 为，作为研究过程，民族志本就是代

象物"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距离， 表"本文化"的研究者与代表"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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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被研究者之间对话的过程，因 者"的"寓言''''罪恶"和错误观念(如

此，作为志书，民族志若不反映这个 纯粹理性)的自我剖析过程中，它们

过程的本质内容，便不"真实"，若以 存在着将民族志改造为漠视"其他

"科学"来形容我们的调查研究，那 人"的内省术;其最终的结局可能

就等同于将被研究者的主体性一笔 是，"词"替代了所有"物"，成为覆盖

勾销了，民族志应反映田野过程中 以致磨灭世界("物")的秩序，而这

的各样声音、各种故事，并使自身成 正是被后现代主义者们奉为圣贤的

为"寓言"。马尔库斯主张，将民族 法兰西新旧结构主义者所不愿看

志改造为基于"异文化"研究经验展 到的。

开的文化自我批评，尤其是对近代 后现代主义内化于一个悖论:

西方世界体系的自我批评。泰勒则 一方面，这且批判者坚持一种知识

对后现代主义者自身尤其爱好的 论的泛权力主义观点，并时常以之

"表述" (representation) 一词发难， 批判作为现实的民族志文本;另一

认为这个概念等同于说明还是有 方面，为了赋予民族志的"我者"以

"事实"存在，而对书写者而言，民族 良知，他们在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

志的对象世界除了不可知的一切之 间划出一道供自己穿越的绝对界

外，仅存一些书写者可以主动"召 线，这条界线，实有极端相对主义的

唤"(evocation)的观念，这些观念的 色彩(Ernest Geilner , 1993) 。

总特征是，它们与"我者"的理性存 后现代主义者将对立的"我者"

在巨大不同，将之"召唤"出来后， 与"他者"概念施加于民族志史的认

"我者"可达成对自身的理性的 识上，将历史上存在过的研究都一

批判。 一描绘成"我者"与"他者"之间对话

这些已主张并非毫无价值，至少它 的过程;殊不知无论是"我者"还是

们能使学者在认清民族志"形势"(其 "他者"，都不是纯一的，研究者们相

与"我者"的生活与观念的关系)的情 互之间存在着经验与心态上的诸多

况下，富有"文化自觉"地定位自身 差异，而被研究者更是分布于不同

(A挝lil Gupta and J ames Ferguson , 地区、有着不同的人文世界的"人"。

1997) 。然而，在将民族志导向"我 而在认识实践中，现代主义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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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9 历史现场便

"白

们的研究和

区域生活的不 l司的被研究群体展

开的 9为了对所去往地区进行深入

要了解学科的一

多

解相关于所研究地区的既有民族志

文献和它们的解释。这就使研究者

既要与有特定地区的人群产生关

系 9又要与研究同一地区的民族志作

者产生关系。从民族志升华理论的

9正是在两种关系的关系中进行

寸扩①
/-

本 1990

?含金制 E 一

的 H世界地图999 展现了西

人类学中担当主角的几个地区 9

括"持猎采集区"(分处南北半球

的因纽特人和澳大利亚土著)、"

撒哈拉非洲(苏丹、埃塞俄比亚、西

、中南非洲、东非)与美拉尼西

的，它久而久之孕育出几个"民族志 区"及亚洲区 999 该书主要涉及

书写的区域传统气re只ional traditions 东、阿富汗、巴基斯土旦、印度、斯里兰

of 。这些

传统号有内部的关系机理，{旦相互之

间也存在观念上的交流对话，在交

流对话中曾濡现一些影响力超出

所研究的特定区域的概念或理论。

一言以蔽之号"不同民族志叙述之间

弥接着明显的或隐晦的相互参照关

卡、印度后西亚、日本的民族志。

《士地也方化策略》叙述自的甘"区域

不是美式"区域研究" (area 

意义上的区域 (David Szanton , 

2004: 1--11); 后者之设置?意在通

过社会科学的学科综合促成区域知

识的形成 9 前者则将视野严格限定

① 这些论文曾于 1987 年 1 月提交于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此次会议是为

了@]应 1986 qc在大西洋彼岸问世的后现代主义人类学之作时写文化》和《作为文化批评

的人类学仰而召开的。

F冒2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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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民族志内部?将区域知识的形成 获得承认叭矛盾的是，在这个地区

视作民族志研究的前提。这本书旨 从事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家多数选

在阐述有几个区域持续得到学界的 择在村庄中研究，他们的主要辩论

关注，这且区域曾对人类学整体作 是，到底村庄研究能不能代表 H文

出过重要贡献:首先是对因纽特和 明"的整体面貌。

澳大利亚土著的民族志叙述，这且 为《地方化策略》贡献论文的，

叙述告知人们狞猎一一采集社会的 是十几位长期致力于各自区域民族

简单生活 9 因而 9 曾引起关注人类史 志研究而且在社会人类学→般理论

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的学者之 土有显要建树的学者②，他们各自将

重视;其次是非洲和美拉尼西亚民 其在不同地区从事研究的经历与这

族志区域，与持猎采集区一样，这 睁地区的民族志历史遗产相联系 9指

此区域也位于世界的不同地方，但 出既往所有的人类学理论都是在区

随着研究的深化、对话的密集 9它们 域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而这

成为亲属。制度、政治人类学和交 曲研究地区的内部对话与对外交流，

换理论的来源地 9 为社会人类学上 对于推进理论起到关键作用;不能想

的"自然法冉、社会组织、无政府主 象，倘若没有付猎采集非洲、美拉

义、相对于理性经济人的社会人等 尼西亚、印度这此区域的实实在在民

理论的形成提供素材，自身也成为 族志，生育制度、继嗣制、交换、等级

对理论争论反应最敏感的地区;亚 人等概念，是否有可能会出现。

洲区是个巨大的板块，在这个地区 《地方化策略》→书，运用了一

做研究 9 研究者面对着世界宗教和 种地区特殊性与理论一般性的辩证

厚重的文献记载的压力，不能像从 法，这一辩证法的存在 9让其作者们

事部落社会的人类学家那样轻松地 能够避开分离经验与理论的后现代

① 在亚洲|区做研究，得到承认的学者主要是东方学家、历史学家、印度学家、汉学家。

② 这些学者包括研究衍猎采集区的马克奈特(David Mckinght) 、瑞奇思 (David Riches) ，研
究非洲的詹姆斯CWendy James) 、童金(Elizebeth Tonkin) 、瓦伯纳 CRichard Werbner) 、帕
金CDavid Parki时，研究美拉尼西亚的斯特雷森 C Marilyn Strath巳rn) ，研究中亚的吉尔思
南CMichael Gilsenan) 、斯特瑞特CBrian Stre巳t) ，研究印度的博尔嘎特CRichard Blhart) , 
研究斯里兰卡的卡培菲勒CBruce Kapferer) ，研究印度尼西亚的霍巴特CMark Hobart) ，研
究日本的莫瑞安CBrian Moer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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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陷阱。这本论文集的主编清楚 致力于重建文化理论主流地位

地看到了"新批判"(后现代主义批 的萨林斯(2000) ，以"文化"和"宇宙

判)依赖的泛权力主义前提，但并未 论"来与政治经济学和话语构造的

纠缠这一前提的是非，更未从其反 近代世界史作斗争，这就使他的著

思、中引申出有益于丰富民族志内涵 述留给人们一种相对主义色彩;然

的主张。幸而，在《地方化策略》出 而，有深厚结构理论(这是一种普遍

版前后，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主义学说)涵养的萨林斯，观点并不

Sahlins)在一系列历史人类学与宇 是相对主义的一一正相反，他主张，

宙论研究的著述中，矛头直指政治 通过民族志式的研究(萨林斯的研

经济学与话语理论的泛权力主义倾 究是历史民族志类的)进入被研究

向。萨林斯 (2003) 指出，后现代主 者的世界(尤其是其心灵世界)，能使

义者犯的一个最大失误是，以自我 我们获得具有普遍启发的认识，这且

批评为戏法重新扮演了进化论的故 认识，甚至有益于解释古希腊和基督

事:在欧洲文明进入世界其他地区 教文明，而那些声称是普遍适用的泛

之前，那里没有过历史;这一失误又 权力主义理论，则不过是自古有之

使他们误以为，被研究者的文化在 的、特殊的西方宇宙论的变相。

民族志研究者到来之前并没有存 法尔顿等英国人类学家在回应

在。而事实上，即使是在西方势力 后现代主义的主张时，致力于重新

扩张的年代，它带着的那些政治经 焕发民族志书写区域传统的活力，

济学和权力概念也没有成为能够普 他们告诫我们，没有一项理论创新

遍适用于解释世界之实在的理论， 不是与民族志研究者沉浸的特定区

原因是，与这一势力接触的"土著 域有关;萨林斯这位美国人类学家

人"，仍旧以自己的宇宙论解释着世 在回应同一主张时，则致力于重新

界，并将外来的白种人改造纳入自 焕发民族志书写中的宇宙论传统①

己的社会，使之成为被动的存在者。 (Prederick Damon , 1990) ，他告诫

① 另一个美国人类学家戴木德CFrederick Damon)也从被研究者的角度定义着民族志的世

界，通过库拉圈北部的研究，他表明，这个地区也构成)个"世界体系"，只不过是此体系不
同于彼体系，相比而言，它具有更为深刻的关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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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恰当的人类学诠释，只诞生于

与"我者"自身所处的观念形态(宇

宙观)处境疏离的"习惯"之中(即只

能从远离"我者"的观念形态中提炼

出来)。可将二者分别比拟成保守

的英式经验主义和典型美式文化主

义，但必须认识到，正是这两种"再创

造的传统"所表达的信念(这些信念

也为那些并不这么表达的研究者所

坚守) ，足以使民族志从知识论的压

抑中脱身而出，在否定(本体论)之否

定(知识论)中，将后现代主义时代之

后的民族志带入一个新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起初并没有得到

标识，十来年前，"本体论转向"这个

新名词出现，之后，不少人借它来形

容民族志所处的"现时代"0 2008 年，

曼城大学召集了一次题为"本体论不

会人类学学会年会餐后发言中提出

的一个观点有关。维韦罗斯·德·

卡斯特罗当时说，"一贯影响人类学的

那个基本价值是(人类学家)致力于创

造人或人群的概念一一我指的是本体

论一一自决 C self -determination)" 。

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的这一宣

言，迅即在人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 2007 年出版的《由物而思》中，何

纳尔等三位主编 C Amiria Henare , 

Martin Holbraad , SariWastell , 

2007)提出，民族志的本体论进路，不

重视知识论的研究，认为知识论的研

究主要关注被研究的人如何"表述"

唯一的现实世界，而本体论进路重视

的是诸世界 Cmultiple worlds) 的存

在。对他们而言，本体不同于文化，

正是文化这个概念将世界定义为一

过是文化的代名词"理论辩论会。这 个单一的现实，将世界观(文化)定义

次辩论的记录，于 2010 年作为专辑 为多样的。本体论反对文化的这种

发表于《人类学评论》。专辑主编在 观点，它承认现实 C realities) 与世界

引言中追溯了"本体论转向"的由来， Cworlds)的复数存在①。

说这与巴西人类学家维韦罗斯. C 三) "新本体论"的多元民族志

德·卡斯特罗 CEduardo Viveirosde 与"后知识论"时代

Castro)在 2003 年曼城大学召开的社 从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自

① 考虑到人类学中"文化"既已用以指多样的现实与世界，有的与会的学者坚持认为，本体论

不过是文化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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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一篇讲话稿看，其所谓"本体人 德·卡斯特罗极其重视萨满的贯

类学"的号召包括工项:致力于把实 通。在他看来，在萨满的存在方式

践定义为与理论不可分的领域，并在 中f土著"用接近于泛灵论的观念

这一我们可称之为"知行合一"的领 看待他们的世界，将自然看作是多

域之中展开"概念丹研究;基于对"知 样的，将人看成是多样自然中的一

行合一"的世界民族志叙述，提出一 个无文化区分的统一种类，而在其

种关于概念想象的人类学理论，以此 中，精神不是文化的，而普遍存在于

为方法，创造出知识与知识的关系， 自然世界中。这种多样自然与单一

以共同丰富诸人文世界的内涵;为提 文化的存在观察方式，全然与西方的

出这一理论，尽力从一个事实中引申 唯一自然、多样文化观念相反，而维

出所有必要的含义，这个"事实"是土 韦罗斯·德·卡斯特罗认为，这一美

著话语论述的事情绝非只与土著有 洲印第安人宇宙论，自身即为哲学概

关，这一话语论述的是整个世界①。 念，表达着一种别样的本体论。西方

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的这 哲学的本体论，将自然与社会两分，

些号召，昕起来十分接近马林诺夫斯 并将二者之关系定位为自然性质的;

基在近一个世纪前所说的，即"若我 与此不同，美洲印第安人本体论(宇

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 宙论) ，贯通自然与社会，认为自然与

是野蛮人) ，我们无疑会拓展自己的眼 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性质的，这一

光"(马林诺夫斯基，2001: 447)。这些 本体论的泛灵论内涵(即其自然多元

号召，不是空谈，而是由其长期的亚马 主义、文化一体主义的内涵) ，表达的

逊流域印第安人民族志所支撑。 是自然与社会的社会贯通性(列维一

在民族志研究中，维韦罗斯· 斯特劳斯， 1988: 69-108)②。

① 参见[巴西]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 2003 年在社会人类学学会年会上宣读的讲话稿，题

为"AND" 。

② 尽管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指责列维斯特劳斯为文化 自然二元论的实践者，但正是列

维一斯特劳斯指出，包括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所研究的人群在内的"看来完全屈从于维

持生计的民族"，"能够完全不受这种利益关系的影响而进行思考"，"他们被需要和愿望所驱
使，去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大自然和社会"，"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完全同哲学家一样，

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同科学家一样，用理智的方法去思考"。

第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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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从"土著"的本体论 C 1.'!P"土

著"的生活与观念中的"在勺直接引

申概念的做法，不同于后现代主义

阶段的泛权力主义和自我反思做

法，而与早已为人类学家坚持的时土

著宇宙论"研究主张相续①(爱德

华·泰勒， 2005)。这类民族志，对

于贯通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

论 9 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并且，由于

其侧重点不是"作者的解释"而是作

者与"被书写者"之间关系所依赖的

共同概念基础，因而，无论是相对于

萨林斯的结构历史论，还是相对

于主张"召唤"的后现代主义者，都

更具有现代主义的风格(尽管维韦

罗斯. î惠@卡斯特罗刻意将自己与

所有几乎现代主义人类学家区别开

来)0 "新本体论转向"将民族志研

究者的注意力引向被研究"世界"本

身的生活之认识，引向这些"世界"

的拍成原理之求索，因而，有着促进

民族志书写者与"土著"形成合乎情

理的道德和政治关系的作用(费孝

通， 1986: 21←28; 王铭铭， 2013归。

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对民

族志所作的新本体论界定 9 是过去

一二十年间旗帜最鲜明的主张③

CBenjamin Albcrti , Severin Fowles , 

Martin Holbra时， Yvonne Marshall , 

Christopher Witmore , 2(11) 。然而，

在地方化的深人民族志研究中贯穿

本体论关注这一学风，不是他引领

的那个"学派押所独有的特征。 20 世

纪 90 年代以来，堪称H本体论民族

志忡的文本 9 既有与维韦罗斯@德@

卡斯特罗相联系的贯通自然与社会

的民族志CPhilippe Descola , Trans 

J. L. 1oyd) ，有受亚马逊河谷民族志

① 不应忘记，泰勒于 19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十一至十七章) ，主要讨论就是

围绕"泛灵论"(万物有灵论)展开的。

② 从某个角度看f本体论转向"起到纠正民族志知识论反思的"事实虚无主义"偏向的作用;

在"转向"之后啕民族志取得的主要成就在于拓展了"社会"的概念，并将其从僵硬的"团体

格局"的囚牢中释放出来，使之回归于其来自的民族志世界，成为充满灵动、易于适应非

"团体格局"社会的民族志与比较民族学概念。"社会"有时也可被理解为"民族精神"或

"文化"而其基本内涵是"关系性"(relatedne创概念的边界。沿着这一方向的努力 9 早在

莫斯的论著中即已出现。莫斯阐发了他从涂尔干那里继承的将经验和知识(尤其是作为

"集体表象"的分类)放在作为"物"的"社会事实"中考察的观点。莫斯的民族志世界，包含

着广义的"它"("它"物、"它"神及他)的意味。

③ 基于这一界定，2011 年《奥民族志理论杂志》得以创刊，其宗旨在于直接在民族志中阐述
理论。此外"本体论转向"在其他诸多领域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囚) 与 H知识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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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40 反思叫专向押的民族;主

践

CMichael 

Jackson , 

方集志 (Knut Rio and 

Smedaled , 2001) 。

著押

有之;

化和世界化 9 指出了被社区、

民族、社会、文化等概念"缩小了押

的"世界押之难 约的丰富。这

些基于丰富经验素材的研究，呼应

着早些时间出现的有关民族

域书写传统与文化 宇宙观

了两度

引人，民族志先后由诠释学加以反

以及由后现代主义加以批判。两

次先后发生的转变号使民族

体论求索②退让于知识论的"考据"。

后知识论" 然而 9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情

'问归于被 况再次出现了变化，民族志走出知

论述 p共同开创

的时代;在这个时

研究者(即所谓"土著勺的生活与

世界(复数的诸世界勺，成为理论

或哲学背景不同的民族

的共同

9 回到了对知识形成的区

域性关注 9 并以新姿态重新进入宇

宙论与本体论的经验研究领域。此

?民族志研究空前重 的

① 此类民族志易于彼英格尔德(Tim Ingold)看待为"狞猎 采集人本体论999 即一种将人与

动物之间关系视作"能动者问关系"的看法。

② 有必要重申 f本体论"是相对于"知识论"而言的;后者辨析的，主要是认识者的知识之本

质，前者辨析的则主要是存在的本相与"真实"的要素。

寻 i

245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副手术刀"

系性与世界的意义，由此被概括为 点"的描述提出概念的学者。他们

"本体论转向"。基于这一对民族志 建立的风范 9 在接近民族志的本体

的历史形成的论述 9 可以得出以下 论阶段被广为运用的规则之同时，

一点认识: 有其新意(尤其是以H世界"概念替

第一，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 9 民 代"社会"概念h可谓是民族志的新

族志书写者侧重于理解被研究的 本体论阶段。

"土著咱的存在与价值，而这符合本 以本体论、知识论、新本体论来

体论一词的含义，亦即对存在之本 表示民族志一个不同阶段的不同特

相及现实之意义的研究，因此，可被 征，并不是说各个阶段都只有一种

称为民族志的本体论阶段。 民族志范式。本体论与知识论总是

第二，之后的民族志研究者多 并存于每个阶段中，并且可能是难

侧重于处理外在于民族志"对象"的 解难分的。以"本体论转向"为例来

政治经济上下文关系及民族志"认 说，这种论述主张回到本体论，但事

识主体"与其制造的知识或文本之 实上，"回到本体论"的主张 9却又是

间的"权力"关系，做法颇类似在求 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论主张9 只

知"知识之本质"的哲学知识论，因 不过是这一主张与后现代主义主张

此，可被称为是民族志的知识论 不同，后者几乎认为知识论是一切，

阶段。 却又放弃不了"在世界中解释世界"

第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民 的本体论追求。一个阶段被我们形

族志领域中，涌现出不少致力于在 容成"本体论的"或"知识论的9气原

既有民族志书写的传统区域基础上 因只在于在那个特定的阶段中 9"本

进行进一步研究和思考，致力于以 体论"或"知识论"成为民族志两面

文化概念的复兴而回归被研究者世 中相对突出的一面。既然不应设想

界观和社会观，以及致力于结合民 一个完全没有知识论的本体论阶段

族志与哲学思考而直接从"土著观 的存在，也不应设想一个完全没有

① 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所谓"土著"并不实指"原始人"而是指作为民族志认识之"物"的广

义"对象"或广义的"其他人"既包括"原始人"也包括"乡民"、"城里人"甚至"文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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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ons) 

2010: 161-235λ 

论押中发现贯通土著与人类

的概念 9但在贯通之前 9他也花费大当下

复自 来 9 量笔墨对土著话语与人类学话语加

到重视民族志"世界"本体的

统?并赋予这一传统以新的内涵。

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回归表明 9 被后

现代主义者形容成"现代主义"的那

套民族志认识方法?在经历了数「

年的质疑之后，声名和活力得到了

部分恢复。这意味着，所谓"现代

义丹早已蕴含着"后现代主义押的

1函 9有穿越"我他押界限、自我批评及

"召唤非现代性的宇宙论"的时自觉"

(王铭铭， 2000: 332--361) 。用拉国

尔(Bruno Latour) (1 993) 的话说?

现代主义民族志的本体论求索9 与

现代性对世界的二元主义区分之间

的关系不是单一的:民族志书写者

既可能通过所谓的 H纯化分类"

( ) ，扮演人物、我一

以区分。他的这一两面性9 正源于

现代认识本体论的"纯化分类"与

"翻译式穿梭990

哲学家兼人类学家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1992 )说 9 世间的

知识立场只有三种:相信自身拥有

真理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发誓抛弃

独特真理的观点而假装所有文化和

话语都是"真的押的后现代主义相对

论叶目信一个独特而科学的真理存

在但从未相信我们可以确然地占据

这一真理的启蒙理性。若盖尔纳的

评论有什么启发 9那么这个启发便

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跌若起伏，民

族志书写者们终于认清 9 原教旨主

义宗教式的"科学押和后现代相对主

义相对论式的"巫术"，都无助于我

① 关于结构的反转"概念运用于历史时间形态研究上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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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理解我们的生活与知识的本相; (2006: 584)所言"如果把人类高超

民族志书写者除了遥望"真理"之外 的、特殊的能力与他们的卑贱的存

还能做的 9 是在拒绝伪装成通灵者 在联系起来，把理性和感觉联系起

似的"真理代言人"之同时，尽其所 来，把精神和物质联系起来，去解释

能谨慎地接近于它。 人类的这且能力，那么就等于否认了

后现代之后，来自不同国家、不 人类的绝元仅有的性质;而如果把人

同"阵营"的研究者对民族志书写的 类高超的、特殊的能力归结为假定的

区域传统的整理、对宇宙论的历史 超验实在，那么又无法通过观察使之

人类学的"考据"、对作为"关系的土 得以确立。"然而，它却已通过对经

著"的被研究者与研究者的本体论 验、整体、相对的民族志观的再界定、

的贯通，构成了民族志的新形态。 再综合，及对区域知识、世界观及"士

以田野工作和书写为主业的民族 著哲学"的再辨析、再提升，创造着本

志，是人类学研究的"初级阶段"，而 体一知识、兼合的"民族志理论'乡'接近

正是在对这→"初级阶段"的内涵之 着人文科学的那个"物"。

界定、反思、再界定中，人类学走出

它的"殖民"阴影，渐渐趋近于一门 主要内容原载于: <<学术月刊 h

人文科学。它未能使我们克服长期 2015 年第 3 期刊民族研究>>， 2015 年

面临的两难抉择 9 即如涂尔干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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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 9 这种著

述被归为 ω民族志忡。在千百年的文献里 9 民族志的文章形式可谓千姿百态 9

内容可谓千奇百怪 9很难进行分类。从作者的异地经历的参与深度和讲述

心态来看 9 民族志的演进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白发性的、随意性

的和业余性的民族志时代。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罗希罗多德被推崇为

较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族在文明的较早时期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象的

内容 9 不仅是中国的《山海经》描写异形人 9 西方早期关于异族的记录也有这

类想象。二是"科学性押的民族志时代。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学 9 但

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来撰写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

作者简介:

高丙中(1962 λ男 9湖北京山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入类学专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 9 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主要倡导者 9 曾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1999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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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也就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三是民族志的反思

时代。民族志发展的第三个时代是从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

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 9 在

1977 年产生了影口向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第三个时代的主要

精神是对反思性和真诚的承诺。这个知识群体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的实

际状况与标榜的理想之间的距离。与以前的职业理想讲了太多的"真理"不

同，现在更多的努力是在维护"真诚"的底线。现在的研究者有更多的坦白，

交待更多的背景，体现更多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第三个时代是一个多

元发展的时代，民族志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可以作这样的一个区分: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在中国的

社会科学。显然，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社会科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

是一个ι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也就是关于中国、关心中国、关注中国社会、关

心中国发展的社会科学。这种定位的性质是守着中国 9 也只关心中国，也只

站在中国 9 只在中国做研究，还有一个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学术界

除了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者到自己关注的社区作调查外，像政治学，包括

国际关系这样的学科的研究者都应该是到所谈论的地方作过实地调查之后

再来做学问。也就是说，民族志从人类学、民族学特有的方法发展为所有社

会科学所通用的方法，只有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才会是"为中

国"的社会科学的同时又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即是一种有普遍主义关

怀、有全球意识、有人类情怀的学术，它只不过是在中国、由中国的学术群体

在做，只不过是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体制支撑下，可能那时中国体制下

的学者已经有泰国人、英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是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做社

会科学，就跟美国现在的情况一样。海外民族志对于中国作为共同体的意

义是:中国将从民族志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体，从故事中的人变为讲

故事的人。同时，这个讲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人，我们在讲述别人，同样也有

人讲述我们。这才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从单向地被注视?发展出对世界

的注视，再进阶到与世界"相视999 于是就会出现文化之间的"相视而笑'气这

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憧憬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中国的社会学科 悍的方法论认识是很浮泛的?民族志方法对ω看灯

的专业化发展并没有得到中国学界广泛的采纳。如果引入"凝视"就很容

易把民族志方浩的"看月与一般的社会调查区别开。凝视野是看的精致化 9

民族志方法是一般的社会调查的专业化。一般的社会调查可以走马观花 9

民族志的调查必须全神贯注地紧盯着看。因为采用看社会押的方法 9 中国

的现代社会科学得以在

社会科学的新发展要取决于"凝祝社会何的能力 O 拿人类学来说 9 由业余的

人类学家到专业的人类学家 9 人类学家就是由这个体制设定的专业职位。

一个国家和共同体设定这样的职位?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需求?而不是因为

个人爱好 9 所以是共同体造就学人。再一个是共用休产生知识兴趣、共鸣群

体(读者)。为什么有的人的文章写出来有人读争不管是当下的人还是他死

后的人来读 9他心中都有一个预期的读者，这个心中的读者(群)是被作者想

象为共同体的 9 或许有人说是国家共同体?有人说是语言共同体 9 还有的人

说是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的共同体罗各种各样都有 9 总之他毕竟要有一个共

同体。我们看到，中国人类学的民族志著述正在经历一个从写实性到反思

性的转变。我自己在近几年参加的博士学位论文评议和答辩中强烈地感受

到了这种转变的冲动。民族志的写作和关怀确实复杂起来了。对于越来越

多的年轻学人来说 9 民族志不再是一种客观呈现科学研究成果的简单明了

的文体 9 而是可以尽情发挥自己语言能力的文章;不只是为了记录远方的对

象 9 也是(或者说其实是)为了认识自己。他们在选题和论文构思上都是具

有反思意识的。

中国的思想方法里是有H反求诸己(身)押的说法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讨

论的创反思性川反身性"(还是一个西学概念。在人们熟知的意

义上，反思性是指研究者对他的研究所处的整个环境以及他与环境的相互

影响的必然性的明确意识。如果从实证主义的科学要求来说 9 研究者既然

意识到了对于研究的这种人为的影响 9 就要努力克服它对结论的客观性的

干扰 9 以达到最终科学的认识。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喷出来的

学术利器 9 后来也被民族学界飞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雪并且与从业规

主骂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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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相结合，发展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

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

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

志就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也就是一种所谓

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

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 C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

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

业社会(或曰非西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

致起来的，但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

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文体。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这种"不良"现象既

表现在对外部世界的实地调查与民族志写作的长期阙如，其实也表现在对

中国社会本身刻画的浮泛。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

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

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

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

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我们完整的社会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

产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

今天我们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海外民族志，既是要弥补海外实地调查

研究的缺陷，也是要借此反过来推动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的民族志书写，由

此从基本方法和根本立场上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通过相应创新活动大发展。

关键词:民族志 海外民族志 写文化 民族文化



和自己

类。

致可

自发性的、随意性

民族志时代

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大部

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民族志。中国

史籍中的H蛮夷"传(偏重纪实的)、

《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

(偏重想象的)可以归入此类。在西

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希罗多德被

推崇为较早的民族志作者。各个民

族在文明的较早时期对异族的描述

多有想象的内容 9不仅是中国的《

海经》描写异形人 9西方早期关于异

族的记录也有这类娃、象 9 如对克鼻

种族的描述，对嘴小到要用麦轩吸

入种的描写( Oswalt , 1972: 

民

险?舌动

人类学家

Cook) 船长在 768 年至

779 

所重视，如 9 赫恩 (Samuel Hearne , 

提供的关于加拿大西

印第安人

的最早的民族志知识

，。他描写了他们的

季节性活动、超自然信伸体系、对因

纽特人的抢掠行动。它触及异族的

生活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算得上是

此类民族志中的佼佼者了。这些都

是利用路过异地异族的见闻撰写的

民族志游记，再就是到土著地区

住的西方人所编写的民族志报告。

一种情况是作为俘虏或者是作为意

时间， 回白人社会 9 把自

立至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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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经历和见闻讲出来，写成有较

好的资料价值的民族志 9 它们关于

异族生活的记录相当准确、具体而

生动(Oswalt , 1972: 28-32) 。一

种更常见的情况是传教士以多年生

活为基础所写的民族志。传教士长

年累月与土著打交道，也逐渐学会

了土著的语言 9 可以进行比较广泛

而深入的交流，但是他们的知识兴

趣通常都很狭窄，他们的报告和记

录主要围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方

面，很少把笔触伸向当地日常生活

的多个方面(同上: 41) 。他们生活

在当地，但是知识兴趣的偏狭使他

们无意系统地表述当地社会生活。

在爱德华·泰勒撰写《原始文

化))( 1871 年出版)需要征引信息质

量高的材料的时候，他应该是感到

了已有的民族忘记录的缺陷，所以

他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

询)) ( 1874 年初版)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 for the 

Use of Tr，α vellers αnd Residents in 

Uncivilized Lαnds) ， 主要为那些往

来于英国殖民地的各种人士业余写

作民族志报告提供调查和写作的大

纲，以便新兴的人类学知识群体能

够有信息更丰富的民族志资料可用

CStocking , 1995: 1日。这是人类

学从业余时代走向专业化时代的一

个标志性事件 9 业余的人类学主动

指导业余的民族志，就开始了人类

学把民族志建构为自己的方法的奠

基工作。这个指导性的手册后来不

断得以修改9 对于提高民族志的信

息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9但是，人

类学收编民族志、提升民族志 9需要

一个积累的过程，还需要一个"文化

英雄"。

2. "科学性押的民族志时代

先有民族志很久了才有人类

学，但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类学者

来撰写民族志 9 民族志的发展就进

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通过学

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西

方国家是从 1840 年前后一个一个

开始成立民族学会、民俗学会、人类

学会的。这些群体都需要来自实地

的资料，都有积极性介入被视为资

料工作的民族志。人类学群体先是

编撰调查手册(如英国的《人类学笔

记和问询)))去影响他人调查并编写

民族志的方式，后来就亲自披挂上

阵。牛津大学的人类学教授乌瑞

CUrry , 1972)专门研究了英国人类

学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于册《人



民族志的全5求才见野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
激与

类学笔记和问询》从 1874 年到 1912 反面教材 (Bronislaw Malinowski , 

年期间四个版本的改进。第一版由 1944: 27).但是马林诺夫斯基

泰勒等人执笔，其目的是指导旅行者 CBronislaw Malinowski , 1967: 30) 

对原始人进行准确的人类学观察，提 身后被公开的日记证明他是一边做

供信息供英国国内的人类学者进行 自野一边参考该手册的，他甚至在

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第二版的民族 一个段落里两次提到翻看该手册:

志部分的引言是由大英博物馆民族

志部的里德CCharles Hercules Read) 我写日记，一边看《人类学笔记

撰写的，他在此提出了长期田野作 和问询>>.一边试着综合我得到的资

业的命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对 料。准备出门。晚餐。在这期间试

构成本书的主体的询问题目哪怕是 着把谈话引到民族学主题上。晚餐

给出浮泛的答案，也有必要长期持 后，与韦拉卫简单地谈话。又读了

续地居住在土著人之中( along 几页《人类学笔记和问询>>.装好照

continued residence among native 相机。然后我到村子里去;月夜

folk)o"(Urry. 1972: 48)在这个期 面立;吉…·

间，像支配英国人类学的泰勒这种

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逐渐被自然科 这个于册的新版本的系统指导

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其代表 以及马林诺夫斯基的个人际遇，使

人物是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等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民族志的

人。在他们这路人负责的第四版的 一个新时代的标志。

相关章节巳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 马林诺夫斯基于 1884 年 4 月 7

求和一年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了明 日: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波兰的克

确的说法。 1912 年的第四版与以前 拉科夫 (Krakow) ，在 1902 年进入

不同的是，它更像是主要为受过很 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并对哲学具

好的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非旅行者 有浓厚的兴趣。从基本的学科底子

准备的。马林诺夫斯基是带着这个 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受到现代科学

手册去他的田野的。虽然他后来曾 专业训练的学子。 1908 年，他获得

经把这个手册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的 哲学博士学位 (summa cum laude ,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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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其具体的专业领域是物理 (secretary of the department of 

学和数学。他在 1910 年进入英国 external affairs of the common 

的伦敦经济学院，作为一名研究生 wealth government of Australia) 。

加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列。此时 他写了许多封信给有关人士为马林

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其 诺夫斯基要经费，要通行证，在不利

调查模式不外是在短时间里(几天和 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谣言兴起时(如

几周)借助翻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 说他同情德国，不值得信任等)为他

人。 1914 年，赛里格曼 C Charles 说话CYoung ， 1988: 5) 。

Seligman)教授帮他弄到了一点资 他在 1914 年至 1918 年之间以

助，马雷特教授(R. R. Marett , 澳大利亚为根据地 9 先后三次到新

1866一~1945) 等人正好要到澳大利 几内亚进行调查，共花去了他两年

亚开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半的时间。他第一次的调查依靠翻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的，安 译，第二次和第=次的调查都是直

排他做会议秘书，他的旅费由澳大利 接使用当地土著的语言。这段经历

亚政府掏。他们在 1914 年 7 月第一 及所获资料构成他一系列著作①的

次世界大战 (1914 年 7 月 28 日 基础以及他 1920 年至 1938 年在伦

1918 年 11 月 11 日)爆发之前起航。 敦讲学的核心。他的这此著述和教

学术会议结束后 9他开始去做实地调 学活动作为榜样被后学所追慕，成

查，这时是 1914 年 9 月 12 日。由 为现代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的核心

于世界大战的形势，他在澳大利亚 内容。

和新几内亚一直呆到 1920 年。他在 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

当地属于敌国公民，所幸他的一位老 航海者》的《导论》中总结自己的田

师哈登CAlfred Haddon)把他推荐给 野调查经验，确立了"科学人类学的

了他的私人朋友汉特(Atlee Hunt) 民族志"的准则。科学的民族志必

这位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 须做到搜集资料的主体与理论研究

① 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以1922) 刊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1927) ; ((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

(1 927) ;((野蛮人的性生活以 1929);((珊湖园艺及其巫术))(1935) 。



'可于由马林诺夫
一一亏

L; 

周

峡 (Torres ) 

记录下答案作为研究资料。

类学家主

始 9

的身份合一的努力的开始。随后步

理福斯在 1906 年出版《托达人》

, 19(6) 。 这是他在印度的

一个部落进行约半年

白

的。

得的?

中被观察。

全具体的

"科学民族志 田野工作质

练使用。据马林诺夫斯基自

忆，他起初进入村子 9 只能用洋泾泯

英语寒日宣步自己很难与土著进行细

明了的对话。他逐步试着采用

上没有达 士著人

译。马

始在做记录时直接

的也是翻 的陈述要点转移为自己

和研究

常将语境自身所

消磨殆尽。他慢慢地不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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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的语言知识的进步，我记下 纪 60 年代末和 20 世纪 70 年代催

了越来越多的土著语言的句子，直 生了人类学的反思意识 (Scholte ，

到最后，我发现自己完全以那种语 1969)。对于自己的学术活动作为

言书写，对每一陈述都能逐字逐句 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困和后果的

飞快地笔录下来。用土著语言作为 社会实践的反思和批判，人类学家

实地调查的工作语言，这是博厄斯、 是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没有做到 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密切却被忽视的

的，也是拉德克利夫一布朗在做安达 联系开始的 ((}ough ， 1968: 403一

曼人的调查的时候所做不到的 407; Asad , 1973) 。民族志研究被

(Stocking , 1995: 307) 。马林诺夫 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在

斯基在连续时间的长度和语言的熟 1977 年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摩洛哥

练程度上都是划时代的。居住一年 田野作业的反思》。民族志此前一

左右、使用调查点当地的语言，后来 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方面地记叙作

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 为研究对象的群体的故事，拉比诺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 (Paul Rabinow)的这本薄薄的大作

马林诺夫斯基对民族志和田野作业 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

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 作为记叙的对象。民族志在很长的

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 时间里都是记叙异民族的奇特或神

键的作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人 秘的现象的，同时，作为保证民族志

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夫斯基 的科学性的田野作业的过程对于圈

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 外人来说也是秘而不宣的。拉比诺

3. 民族志的反思时代 用民族志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

民族志发展的第二个时代是从 过程展现出来，让读者看到，他在调

反思以"科学"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 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

的知识生产过程开始萌发的。知识 …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甚至像当地

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 的谁?昆儿一样接受性招待;而那也被

释学、后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 研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并非只是被

查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后，在 20 世 观察者，他们也在主动利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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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迪厄CBourdieu) 在《跋》中直 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后所

接把拉比诺的创意概括为"把对对 依赖的价值、假设，在拉比诺的《摩

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他说，拉 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之后蔚然成

比诺把解释者的使命转变为针对他 风，相继出版的杜蒙的《头人与我》

自己，针对他的解释。他以→组"决 CDumo时， 1978) 、克拉潘扎诺的

裂"来提升拉比诺的著作对于人类 《图哈密 ìì C Crapanzano , 1980) 、杜

学的划时代意义"这种以一种明显 夕卡尔的《摩洛哥对话 ìì CDwyer , 

的自恋面向自我的转折，本身是一 1982)都在尝试怎样在民族志中把

种与文学灵感迸发的那种自我满足 调查对象写成主体、行动者。

的决裂，不仅如此，远不止导致什么 这些呼应渐成声势，后来，他们

私下的坦白，代之的却是对求知主 在 1984 年采取集体行动聚会研讨，

体的一种客观化。但是，它标志着 把目标定为:勾勒、彰显、辨析此前

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即与 一个世纪产出民族志文本的实践，

实证主义对科学工作的观念决裂， 并检讨近期民族志撰写的各种创

与对‘天真的'观察的自满态度决 新。 1984 年的研讨会文章和会上的

裂，与对尼采所谓的 6纯洁受孕的教 讨论主要聚焦于跨文化描述的特殊

条'的毫元杂念的自信决裂，与不考 修辞，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结合

虑科学家，而把求知主体降低到登 方式，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

记工具的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 语)被记录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

裂……" C Paul Rabinow , 1977 : 式，被描述对象被分类与组合的方

163)拉比诺把求知主体作为对象， 式，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

承认知识是涉及主体的一种建构， 史语境，学科的制约条件，民族志与

凝视 Cgaze) 、观察 C observation) 等 相互牵涉的一跑文体(诸如旅游读

看的方式不是天真纯洁的，结论的 物、小说、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

得出是复杂的人为产物，并不是像 社会科学、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

圣母玛利亚童贞受孕那样的无中 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 CGeorge

生有。 Marcus and J ames Clifford , 1985: 

通过民族志方法以反思人类学 267) 。他们尝试去做的，既是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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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类学的过去进行再解释，也要

开启未来的可能性。原来，民族志

通常是被看作很单纯(纯科学二客

观)的，他们对一些代表作的复杂内

容和方法的解析曾经一度被许多学

者认为是否定了民族志，但是，后来

的发展却显示，他们的努力让后来

的学者进行新的探索具有了自觉性

和正当性。

Post-Modernity in Anthropology) , 

变得更精致了。但是，后来的文集

也有一个美中不足。参会的十个人

都提供了文章，但是文集只收录了

其中九个人的会议论文的修改本。

文集中缺漏的是南非开普敦大

学人类学系的松顿 CRobert J. 

Thomton) 的文章，它在拖延了很久

之后以"民族志整体观的修辞法"

这次研讨会也留下了一些缺陷 CThomton , 1988)为题发表在《文化

和遗憾。正如会议的组织者自我检 人类学》杂志上。他原先提交给会议

讨时所说的，此次研讨会没有一篇 的论文题目是《章句:民族志写作中

是从女性主义立场写作的，也没有

一篇是从非欧洲的视角看问题的

(同上: 68) 。这两个话题后来都是

人类学的热点问题，女性主义和非

欧白人男子中心的民族志给更多的

人在世界学术界提供了进入并立足

的机会。

同仁研讨会是磨炼思想的熔

炉，参会的一些文章经过了较大的

改进，如拉比诺的会议论文是《强而

有力的作者:图书馆的幻象》

C Powerful Authors: FIαntasia of 

the Library) ， 收入《写文化》就改为

《表征就是社会事实:人类学中的现

代性与后现代性>> C Representations 

Are Social Facts: Modernity and 

作为修辞手法的分类>> C Chapters 

αnd Verses: Classification as 

Rhetorical Trope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他抓住了民族志的一个

核心环节。通常认为，民族志研究

者以整体观Cholism)看待自己的对

象，或者说，民族志的使命是以整体

的方式写出一个社会、一种文化。

不过怎么说，这种效果都要通过文

本来达到。可是，分析起来，民族志

的文本是由章句构成的，章句所写

的只能是片断。从片段到整体或者

整体性的效果，民族志肯定有特殊

的招数。

松顿认为，民族志的基本问题

是如何运用"撰写"让"日常"与"历



忖
门H

工
干

9 因

一种"完整性"。可是，在文本"

种对整体的描述是离开了空间的描

写 9 民族志文本是以一些章节和副

标题统领一个一个的部分而成?日

这是新意之所在 9

的科学定位受

到强烈的质疑?反思的、多声的、多

地点的、主客体多向关系的民族

志具有了实验的正当性。后来的发

展说明《写文化》的出版是民族志的

这个新的时代的标志。

常生活的各种"只言碎语"被排列其 4. 不同时代民族志的属性

中。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达到整体性 总之 9 三个时代的民族志可

的效果 9 民族志依靠的是一种修辞 用婚恋的三个阶段进行类比。第一

技术， I:!P"分类'乡"民族志最为基本 个时代的民族志作者与对象就好像

的修辞和想象都奠基于作为一种修 是跨国跨种族婚姻的第一次见面，

辞于法的分类99966分类的诗学"是获 时间短，语言又不通 9 回头要讲给其

得 ω整体性押的于段( Thornton , 他也对此关心的人听 9 除了若干直

1988: 286) 。由对象的分类获得关 观的描述，再想多说，只有靠转述或

于对象的整体的认知，这是语言艺 自己的想象(或许是一见钟情假的

，也是基于逻辑预设:分类的逻辑 万般好，或许是源于种族隔阂的各

是需要假设整体的存在的 9 所以当 种误解)。第二个时代好似和亲远

的时候 9 分类的 嫁的状态。作者与对象已经是婚后

。分门别 同居?共同生活、亲历亲为的事实使

2i>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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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这种关系有兴趣的人都认为 不信，悉听尊便。写作的理由和阅

当事人之间知根知底。作者就像是 读的动力主要聚焦于"新奇"。第二

媳妇回娘家 9 讲婆家的新奇事情或 个时代的主导特性是凭借专业规范

者日常琐事，娘家人自然都是相信 所树立的公信而对科学的标榜:一

的 9尽管媳妇有可能是只找合适的 改缘于遭遇、路过、旁观的资料获取

话说而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机会，以专业训练的素养深入对象

反正她所处的地方很远，娘家人对 社会进行参与观察，语言工具够熟

那里的语言也不通，也不能和她的 练，居住时间够长久;文本作为体现

对象直接交流。第 4个时代就不是 "科学押的工具，越纯粹越好，因为相

一方说话了，作者与对象的关系像 {言民族志是因客观而成立 COswalt ，

是现代闹离婚纠纷的局面。女方讲 1972: 11) 。民族志研究者坚信自己

自己在婆家的遭遇的时候，明确知 看到了真相，抓住了真理;讲的是事

道自己所说的并非唯一被听到的叙 实，得出的结论是科学，那么号读者

述，对方也是能够到仲裁的现场讲 没有理由不信任研究者，没有理由

话的。聪明的女士会尽量实事求 不相信民族志。第二个时代的主要

是，甚至帮对方把话说出来，体现自 精神是对反思性和真诚的承诺。这

己的诚意和善意 9否则 9在仲裁人或 个知识群体勇敢地承认民族志研究

者陪审团那里落一个枉顾事实的恶 的实际状况与标榜的理想之间的距

名 9连真话也没有人昕了。 离。与以前的职业理想讲了太多的

在民族志发展的二个时代，观 "真理"不同，现在更多的努力是在

察者进入对象世界的深度、在文本 维护"真诚"的底线。现在的研究者

中留给对象作为主体的空间以及对 有更多的坦白，交待更多的背景，体

读者的心态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别。 现更多的自知之明和自我反思。第

第一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业余者的 一个时代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代，

自由放任:由于进入写作的门槛低， 民族志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更开放。

那曲人走马看花，大多是浮光掠影; 它在文体和风格上更开放，对话体

经常是信于拈来，自由发挥;一边是 受到青睐，修辞具有了正当的地位。

姑妄言之，另一边是姑且昕之，爱信 它被人类学之外的更多学科所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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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如今

重，其中，教育民族志、科学技术民

族志的兴起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民族志的全球视野

民族志过去一直都是写现代学校教

育和科学技术之外的社会世界的， 中国社会科学可以作这样的一

现在则进入了"现代体制"的核心 个区分: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和在中

(拉比诺， 1998) 。这种变化最能够 国的社会科学。显然，这两者是很

说明民族志的开放程度和开拓力 不一样的。中国社会科学到现在为

度。民族志也更多地向哲学、政治、 止，基本上是一个"为中国"的社会

历史、艺术和主流社会的公共议题
科学，也就是关于中国、关心中国、

开放。近二十年的民族志在对象、
关注中国社会、关心中国发展的社

文体、风格和学术、思想的引用资源
会科学。这种定位的性质是守着中

上都变得极其多样了。仅以关于中
国，也只关心中国，也只站在中国，

国社会的民族志为例，它们既有以
只在中国作研究。还有一个是"在

传统的农村社会为对象的，也有以
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学术界除了

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者到自己关
都市为田野的;既有写农民的，也有

注的社区作调查外，像政治学，包括
写工人的;既有写传统的亲属制度、

国际关系这样的学科的研究者都应
礼物交换的，也有写炒股和商场的。

该是到所谈论的地方作过实地调查
一些成功的民族志，如穆葛乐 CErik

之后再来做学问。也就是说，民族
Mue邵阳， 2001) ，即使是写边远的

志从人类学、民族学特有的方法发
农村，也是在当代整个哲学社会科 展为所有社会科学所通用的方法，

学的知识框架里挥洒颇有艺术匠心 只有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中国社会

的笔墨，借助多样化的手法把农村 科学才会是"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的

的当代史写出来，把农民的内心世 同时又是"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即

界和心路历程写出来，把农村与大 是一种有普遍主义关怀、有全球意

社会的联系写出来。这个时代的民 识、有人类情怀的学术，它只不过是

族志绝不简单，真的属于这个时代 在中国、由中国的学术群体在做，只

的社会与思想。 不过是在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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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制支撑下 9 可能那时中国体制下的

学者已经有泰国人、英国人或其他

国家的人 9 是不同国籍的人在中国

做社会科学，就跟美国现在的情况

一样。

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憧憬的"美

美与共 9天下大同"。

1. "海外民族志"的中国创意

民族志就是民族志 9 在西方的

学科分类里面就没有H海外民族志"

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看9 中国社 这样一个概念。海外民族志是现代

会科学的这种多重属性的比重是不 学术的后来者圈子里的一个概念，

一样的，现在的问题是 J6为中国"的 一个中国橄念J且不限于中国，因为

社会科学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的 非西方的国家还是很多的。简而言

比重太失衡了。中国社会科学太多 之f海外民族志"是→个非西方社

是一个"为中国"的社会科学了，太 会的概念。在西方 9 民族志本来就

少意义上是"在中国押的社会科学 是作域外、海外、境外、国外的观察

了。我们相信 9 这个比重会随着社 和记录的f民族志"的本意就包含

会的发展而有所调整。不过9 如果

没有海外民族志的普遍化?这是不

可能的，这种调整的机会、这个杠

杆、这个动力的轮子还是在海外民

族志的方法和规范上。

概括地讲，海外民族志对于中

国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是:中国将从

民族志对象转变为叙述世界的主

体，从故事中的人变为讲故事的人。

同时.这个讲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人，

我们在讲述别人，同样也有人讲述

我们。这才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

从单向地被注视 9 发展出对世界的

着"海外"的意思，所以没有必要加

"海外"这个修饰语。但是在中国，

经过了我们的学科发展的主流时代

后，我们只有加"海外"这个修饰语，

才能区别我们今天在谈什么。国内

通过参与观察这种方法来做研究，

不仅限于民族学、人类学 9很多涉及

":f士会"的学科都在用这个方法，但

是核心的还是要靠所谓的民族学、

人类学、社会学。这三个学科在中

国，在我看来很难区分，因为它们之

间的区别和在西方三者的区别是很

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人类学都是

注视，再进阶到与世界H相视"，于是 做境内研究，没有作境外研究，所以

就会出现文化之间的H相视而笑'气 很多人会觉得民族学就是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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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就是民族学，因为都是研究 成为问题。在中国恰恰是说把它们

边缘群体、少数民族，他们的对象是 跟社会科学联系起来，这才是中国

重叠的，所以会觉得内部是没有分 学界需要建立的一个观念，这个观

别的。但不管怎么说，人类学或跟 念的建立才能够帮助我们改变中国

人类学重叠的这几个学科都是以国 人类学的主流的现状，并且为这种

内调查为本务的，这是主流。偶尔 改变提供发展的制度支撑。因为我

发生的境外研究，基本上不是体制 们现在大学里的学科设置、项目审

的，它是很个别的人很偶然地去作 批，并没有专门的人类学队伍来从

的学术尝试，所以必须加"海外"才 事，往往是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的

能和中国主流的民族志对象区别 成员来审批你人类学的申请。在当

开来。 前，必须让其他学科尤其是所谓强

首先，为何要讲"海外"?如果 势学科的学人成为能够认识到海外

限于民族志与中国的人类学这种关 民族志对中国社会科学(不仅是人

联的话题，我想在我们这样的学术 类学)的价值的友军，我们才能有从

范围或圈子里，它基本上是一个不 事海外民族志的机会。所以我认为

证自明的问题。没有人会说民族志 把海外民族志与社会科学、与社会

对于人类学的发展不重要，没有人 科学的多个学科相关联，在今天的

不理解去海外作民族志研究对于中 中国人类学界是一个真正有实际意

国人类学的意义。以"人类学"名义 义的问题。

尽心尽力的中国学人做了很多的调 其次，为何要讲"社会科学"?

查研究，译介了不少的西方人类学 民族志从人类学的扩展到社会科学

著作，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由此培 的，还需要学理的解释。人类学是

养了人才，建立了学科，积累了西方 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人的科学。早

关于这个学科的基本文献，也由此 期这且做人类学研究或者把自己的

具备了一且资料、人才、科研条件和 研究定位为人类学事业的学人是说

体制内的机会让你能够去作海外的 要建立一个关于人的学科，这就让

研究。所谓人类学和海外民族志， 很多其他学科的人瞠目结舌，他们

在学理上、在我们的圈子里→点不 不知道这个人的科学要怎样去做，

主6q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因为他有自己专门的领域，这个领 自己的基本著作。我讲这个例子就

域就已经是个庞大的研究对象和有 是说民族志的方法也为其他学科所

艰难的任务，但是人类学真的是通 用，或者被他们尊为典范，被他们的

过民族志建立起了学科的威望，支 教育体系吸纳。民族志是一个多学

撑了它关于人的科学这样一个宏大 科都在学习和使用的方法，就像统

的概念。人类学的这种获得经验材 计学的方法一样，各学科都在利用、

料的方式比其他学科都要精致一一 发展，所以人类学树立的民族志的

当然是指通过长期深入的参与观察 这种范例为社会科学建立了在社会

而获得材料和认识的方式。 中作经验研究的规范。这是第一

人类学或人类学民族志是诸学 点。还有一点是说民族志为社会科

科中的一个，但是又不限于一个学 学带来了整体观的方法论，比如宗

科之内。随着学科的发展，一方面 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

是人类学的一般观念对其他社会科 学。这有点像社会科学里面的学科

学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是民族志这 分工，可是这恰恰又是通过专门的

种方法为整个社会科学所吸纳。比 民族志来支撑关于一个社区的宗

如教育学对民族志的方法运用很 教、经济、政治的研究。这一方面可

多，关于班级、班级内部学生的构 以看作是社会科学的分工，另一方

成。最典型的是威利的《学会劳 面可以看作是政治学或经济学学科

动》。本来我们打算将它的版权买 内在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正是由

下进行翻译，放入商务印书馆的"汉 于民族志方法的运用和它建立起来

译人类学名著"丛书，后来被告知中 的个案，让那些特定的学科比如政

文简体版的版权已经被买下。我们 治学、经济学、宗教学能够落实在一

人类学圈子没人买，很明显就是搞 个完整的社区里面。如果没有民族

教育学的人买过去了。关于工人的 志的方法，它们的学术成就的积累

后代还是工人的问题的研究，其实 就会很不一样。所以说，要从社会

布迪厄的好多研究也是关于职业的 科学的大范畴来看待民族志方法的

内部传承的。就是说人类学认为是 影响力，看待它的杠杆作用，或者说

经典的著作，其他学科也可能纳入 看到它作为基础性的学术积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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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傲的就是提供材料，对象在我们这

前面一部分是说民族志和人类 儿，材料在我们这儿，经费的一小部

学在中国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 分花费在中国，在做学问的过程中，

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理解和承认，这 我们一直以学生的心态和身份来参

是从功能的或功利的方面考虑。后 与。这个呢，我们社会科学刚重新

面讲民族志为什么是社会科学的支 起步的社会可能感觉不到什么，{ê.

撑，是从内在的学理方面来说，不是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一些"人到中

说一个纯粹功利的东西需要你来接 年"的学者觉得再继续这样做学问

受，而是说它真的是具有很高学术 是不行的，既对不起自己的人生，也

贡献的方法。所以要在"社会科学" 辜负了自己应该更好服务的社会，

的层次来说民族志的重要性，我们 于是提出本土化口号与过去区隔，

对民族志方法外在的功利和内在的 希冀开拓自己和共同体的学术新生

学理都得有一个交代。 命。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不是

2. 民族志本土化的中国道路 在短时期能够达到目标的。这就是

首先，民族志"本土化"的意义 本土化诉求的背景。

以及它的实现路径。比较早的时 那么怎么去追求本土化呢?我

候，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在台湾和 们说研究的理论在国外，那我们把

香港，有李亦园、金耀基等先生巳经 它变成理论在国内，但理论由谁来

提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问题。后来 提出，国内谁提出的理论才能被学

国内很多年也一直在说本土化这个 界和同行承认是理论，确实又是个

问题。我想说的是把这些现象作一 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知识格局有点

个概括。为什么需要谈本土化呢? 像产业分工，谁提供图纸、谁提供厂

因为本土化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 房，在学术生产里面也有这样的格

确确实实需要的，因为我们有一路 局继承。我不知道别的人怎么来概

问题:我们现在做学术，理论是西方 括、提倡本士化，究竟提倡的是什

的，问题也来自西方，并且在一个时 么，我个人能想到的是:学术乃全世

期经费也来自西方，导师或最终的 界学人之公器。这是在一个抽象

导师也在西方;丽我们中国学者能 的、学理的和方法论的层次上说的，

'吁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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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做学问的毕竟是一个一个具体 题，为什么说中国学界做研究的问

的共同体的同仁，他们必须在学术 题都来自国外呢?因为这岛问题不

活动里提出自己的问题，体现本士 像摘苹果，可以直接伸手从自家果

的思想，例如，吸纳本土概念应该是 园的树上摘下来。学术上的问题是

一个指标。仅就社会科学的本士概 以继承的方式产生出来的，人们是

念来说，可以列举胡先结用的"面 通过一个理论把社会问题筛选或表

子"概念，乔健先生用的"关系"概 述成学术的问题。学术的问题是生

念，还有其他学者使用的"孝"的概 产的而不是天然形成的，所以整个

念。我在 1995 年前后还曾经想编 过程都不是本土化诉求本身能解决

一个华人学者把本土词语转化成学 的。这就反过来说明，这些思路能

术概念所进行的关于中国人的心理 够把本土化作为一种意识支撑起

与行为的研究集子，结果努力几次 来，但它本身没有办法解决和实现

都没能让它出版。在当时，本土化 本土化，这就还需要别的一些路径。

最核心的是本土的问题和本土的概 然后我们再说国际化。国际化

念。比如说，在西方的社会里，"孝" 也是这几年国内学界谈论最多的话

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但在中国 题，它最主要的问题是引用。中国

社会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还有福 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社会科学研究者

气、运、风水等。中文固有的词语里 的队伍，可是，这么庞大的队伍，它

还是有很多词语是可以转化为学术 所生产的知识被引用的很少。国外

概念的。 有一部分人懂中文的，或者作中国

不说批评式检讨的话，我们讲 哲学研究的当然会和中国学界有交

一点学理。中国人做学问应该是本 流，会有引用的现象，但其他学科，

土的，但用布迪厄的"学术人"的词 比如，我们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

来说，我们的人当然是中国人，做学 学，引用的就很少。这种现象就使

术又是西学人，这是一个历史的逻 我们觉得我们受到冷落。我们付出

辑使然。本土的概念，是汉语词，比 这么多，但不被国际学术界所关注。

如"关系"，但做研究还可能是在一 我们老老实实做了这么多年学生，

个西学的体系里。再说本土的问 怎么做的东西就是不被人看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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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种种方法都是没有解决中国学 过两个路径是可以把这个问题说

术在国际上被承认的问题的。我今 洁的。

天在这里讲这略问题，自然是要落 第一是中国的物流。中国生产

在我们提倡的海外民族志的追求上 的商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最初J

来。只有海外民族志真正发展起 我们把出口换汇作为国民生产优先

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坚实基础， 发展的 9 因为新的产品和技术需要

中国的学术才能在国际社会被广泛 外汇购买，但我们又是外汇稀缺的

承认和尊重。如果(海外)民族志没 国家，所以优先发展出口外贸。这

有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 个动力作用多年之后，夕i、销已经发

常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 9这 展到非常庞大，为国内消费的生产

种学术路子也不可能真正国际化。 反而变弱，导致国内很多经济问题

3. "到海外去押的全球视野 出现。这是后话。中国作为物的生

我们现在讲H到海外去押，其实， 产者在全世界各地体现?并且过度

西方人类学在发展成经验科学，或 体现，相反，中国人类学到世界中去

者说研究者和田野资料获得者统一 的启动太晚了，对这个潮流的反应

起来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发展框架 太迟钝了。

里面。大量传教士、商人在世界各 第二是中国的人流。中国人成

地散布开来 9 井初步积累了一路游 为世界表象的消费者，形成了势头

记、笔记，第一代人类学家已经能拿 很猛的大众旅游。中国人一般是去

这在已材料作研究之后，研究者才到 发达国家，如果发达国家让我们去

海外去通过参与观察的方法获得资 的话。开始的时候发达国家不让我

料的。从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中能 们去，我们就去香港和澳门，一方面

看到，当人类学家到现场的时候，己 因为近，一方面也确实因为发达。

经有一曲西方人在他之前在这个现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以外的政治和

场或到了现场。实际上"到海外去" 文化空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作为一个学术的导向已经是一个 有此甚至是责骂的，但人就是很奇

社会潮流。在中国，如果把"到海 怪，对有血骂的对象反而很有兴趣

外去"作为一个社会浪潮 9 那么通 去靠近和了解。就是说我们整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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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让我们对 过观察获得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

外部世界产生了高度的好奇心态和 些资料之上的关于特定地方或文化

想象的热情，这岛东西诱导我们中 的表述太差以致整个社会科学所赖

的有岛人在有条件之后去验证和感 以建立的"事实"太稀薄。直白地

觉，到不同世界去触摸，这样就形成 说，我们没有做好的田野作业，没有

了大众旅游这种对世界表象的 利用好民族志方法，来呈现我们所

消费。 关怀的、我们这个共同体所赖以生

不管是中国作为物的生产者， 存的文化基础。我们有很多似是而

还是中国人作为世界表象的消费 非的说法，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的

者，这种庞大数量和高密度的物和 经验材料来支撑这且说法。这是整

人在世界各地的出现，与中国社会 个中国社会科学赢弱的地方。这个

科学的跟进之间确实是有巨大的时 弱点给整个社会科学带来的问题是

间差，这样一个时间差在我们今天 大家都在说话，但我们不知道对方

看来，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的难堪、羞 话的真实性，就是说我们对对方的

耻，或者用柔和点的话形容，是来得 误解太多，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话不

太晚了。"到海外去"作为社会浪潮 建立在分享共同经验事实的基础之

已经离得很远了，急需我们社会科 上。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中国社

学跟进，而人类学要在其中做先锋。 会科学中民族志的方法没有起到应

4. 作为知识生产范畴的海外 有的作用，没有占到应有的地位。

研究 这一方面是说问题出在国内，同时

简明地陈述一下，到海外去从 恰恰是我们在国外田野做得不足、

事特定的知识生产确实是时代的需 做得不够，没有怎么正儿八经去做，

求，我们需要在知识上回答我们面 反过来造成国内学术的这种现状。

对的、身处的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比如说，做民族志要学调查对象的

中国学界对于中国社会的表述做得 语言，我们去苗族地方，人家会讲汉

不够也不好。我在这几年的几个人 语啊，我为什么要花两年的时间来

类学丛书的总序里面基本上在讲一 学习这个语言呢?他们讲汉语我不

个意思，在中国的社会科学里面，通 就得到材料了吗?有人说通过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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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材料和通过汉语得到的材料 撑中国现代以来以经验研究为基础

是不一样的，这是后话，先拿到通过 的几个学科的发展，这是第一个时

汉语能获得的材料，这是学术的底 期。工一宜到我们能够把到海外作经

线，是经济的做法。我们说做田野 验研究当作学界的基本构成，都当

至少要一年的周期，那我没有一年 作第一个时期，当然中间也有起伏。

的时间，反正语言也畅通，我花几个 "到海外去"从实践来说是一个新的

月的时间把该问的都问了，该查的 趋向，在这之前也有个别人到海外

都查了，可以留下时间做更多的事。 作研究，比如，李安宅先生作过祖尼

就是说在国内做田野可以有许多变 人的调查，乔健先生做过纳瓦霍印

通、折中的方法来规避民族志的规 第安人的民族志研究。但作为一个

范，但如果换为到国外去做，访谈对 时代的运动，作为学界共同的事业，

象不会讲汉语，研究者就必须学习 是这几年才启动的。北京大学、厦

对方的语言，就必须待更长的时间， 门大学、浙江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都

也就可能得到更多对社会的理解。 有老师在关注，有心推动海外调查

就是说，如果海外民族志成为整个 研究。如果把做海外华侨研究纳入

学界之"必需"的话，反过来作为一 范围，参与的那就更广泛了。不管

个规范，就会影响国内民族志方法 怎样说，到海外去做民族志不是今

的使用。 天的说法，中国从开始有人类学，就

在回答世界是什么样的问题 有了这样的想法，但一直没有成为

时，在表述上要从道听途说回到现 主流，确实因为各种社会条件，跟中

场审视，民族志的方法是必需的。 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关怀，跟内外各

下面是将中国的现场审视分两个分 方面的因素，一起形成了这样的格

阶段来阐释。一个是 1918 年前后 局。尽管存在这样的格局，但还是

中国知识分子搞的"到民间去"，就 应该看到，到海外去是一种长期压

是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因为 抑后的冲动。

自古以来做学问是做"四书川五经" 我们的一些行动最后汇报一下

的学问，现在认识到日常的生活也 我们北大人类学圈子都做了血什

是学问，这样的动力和历史趋向支 么。到 2009 年秋季，我们先后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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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比较的话，还是会得出一略有 如何可能的这样的基本的思想就不

意思的东西来。 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现在说话

第五个是关于发达国家的社会 已经为时太晚了。虽然是太迟了，

研究。中国近代以来把对西方的学 但永远都不会太迟，迟到总比不到

问、书本的介绍当作要务，所有的流 好。我们现在来补这个课，最起码

派我们都介绍过，但是西方社会普 可以避免下一个历史阶段再干另外

通人怎么生活，一个有宗教的现代 的傻事。

社会{可以存在，一个现代社会条件

下的社会怎么可能，一个主张个人 三、民族志发展的中国之路

自由的社会怎么样是个有秩序的社

会。所有这且关于现代社会、发达 1.作为学术范畴的民族志

国家的基本面，我们有经验研究吗? "凝视"

我们能够给出一个知识界提供了充 从关注知识到关注知识生产到

分事实的民族志讨论吗?我们在知 社会中获得基本资料的所有学科都

识上都是缺位的。比如，我们在建 是要作社会调查的，都是要睁大眼

立现代国家的早期，一定要把宗教 睛看人看事的，但是中国的社会学

去除，认为宗教都是落后的、骗人的 科对"看"的方法论认识是很浮泛

东西，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做过这 的，民族志方法对"看"的专业化发

样的研究:是不是有这样的社会，它 展并没有得到学界广泛的采纳。如

没有宗教也能存在?有没有这样的 果引人"凝视"，就很容易把民族志

可能?有没有先驱已经见识过这样 方法的"看"与一般的社会调查区别

一个可供我们学习的社会?涉及很 开。"凝视"是看的精致化，民族志

多人幸福和人生的宗教.你说给戒 方法是一般的社会调查的专业化。

除就给戒除了，戒个烟还那么难呢! 一般的社会调查可以走马观花，民

这个后果多严重啊!如果我们在介 族志的调查必须全神贯注地紧盯着

绍西方理论的同时就有一个关于发 看。因为采用"看社会"的方法，中

达国家的社会现实的研究，那么中 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得以在"引经据

国的社会决策，关于社会如何建构、 典"的国学之旁发展起来，在今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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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发展要取决 站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什么人在看，

于"凝视社会"的能力。相对于对国 如何看，看者跟被看者的关系，这业已

内社会的"看"功，中国学者对于国 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知识生产的

际社会的"看"就更朦胧了，大致上 核心部分，而不像以前认为的，知识

只是"远眺"。 就是知识，谁来看都是一样的知识，

经验研究，"看"是核心机制，谁 真理被谁发现都是真理，谬见被谁

如何"看"都是关键问题。北京大学 说出来都是谬见。总而言之，这样

出版社刚出了一本翻译的书 伍 的知识观念，就把"看"作为社会科

迪维斯的《社会理论中的视觉》。他 学经验研究的核心突出出来。从民

写整个社会理论的历史，从涂尔干 族志的角度来研究"看"与"被看"的

重点写起，从视觉角度来看社会理 关系的话，我们就把"看"转化成"凝

论的发展和变化。他认为，早期方 视"。因为民族志确实是社会科学

法论关注的是 vision，看见的东西， 里面非常精致的、非常细心的、需要

看见什么东西、没看见什么东西，这 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的"观察"，所

个重要;但慢慢地就发展出另一个 以用"凝视"能够把民族志的"看"和

被学术重视的东西一一一visuality ，即 其他学科的观察、考察从词语上区

可见性，一个对象被看见之前必须 别出来。

具有可见性，即被看见的可能性，在 下面我就展开地谈谈民族志的

可能性和被看见之间既有时间差， "凝视"。

又有对象的差距。就是说能够被看 (1) 在方法上，从关注知识转变

见的和最后看见的有差距，能够看 到关注知识生产，所以需要把人的

见的多，被看见的少，中间就有一个 创造、现场、社会情境、社会条件都

选择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个选择就 纳入反思的对象之中。

把人为的、主观的这且因素给放进 (2) 在人类学中已经发展出很

来了，所以知识就不能再被认为是 专业的"看"，即"凝视"。"看"的人

用一个客观的方式所获得的，必须 作为主体，既是个人又是社会主体，

承认有很多主观的因素，所以经验 这样就把人是"社会中的人"这一主

研究的"看"是一个很关键的机制， 要观念引进来。在社会研究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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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主体和客体 为你才可与当地人之间产生持续的

之间，既是知识关系，又是权力 互动。

关系。 最后讲的一点是回到行动上

(3)亲临现场的社会知识(文化 来，讲"凝视世界"，从集体的欲望到

表述)必须以知识社会学、文化自觉 学术人的民族志行动。走出去看世

为条件。讲到这里，我可以把"海外 界，确实是共同体所需要的，但需要

民族志"的知识定位和规范作一个 的落实依赖学术人展开行动去

归纳。海外民族志是一个共同体的 "做"。我想在这里把人类学的魅力

代表到另一个社会中去对这个社会 和它同时要具备的两个特点作一个

的"凝视"，是指一国的学子到国外 陈述，这个陈述对我们议题的支撑

(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 很关键。

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实地 人类学是一门思想的学问，也

调查应该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的 是一块行动的天地。人类学的思想

规范: 是要"傲"来支撑的。一国之人类学

①需要以参与观察为主，说到 是靠"做"做出来的。就是说你要去

的基本社会现实你都要尽可能地在 做田野，到处去做田野。如果没有

场，要"目睹""见证"。 田野的东西，没办法形成一个既有

②要采用当地人的语言进行交 哲学深度，又具有经验意义的民族

流，你看到了现象后有自己的想法， 志著作。

当地人是什么想法，你把你的想法 民族志是集体欲望的个人表达

和当地人进行交流，这是民族志的 形式。学术是一个共同体的属性，

新的标杆。特别需要强调，你必须 它确实代表了集体的欲望，是以个

流利使用当地人的语言，因为当地 人来表达的，所以个人从事的民族

人没有义务学你的语言。 志集合起来，构成共同体的表达

③需要持续至少一年的周期， 形式。

因为社会的生产、文化活动大都是 人类学者是共同体的眼珠子，

以年为周期的，还因为充足的时间 他们提供远见与洞见，也提供获得

有利于熟悉人事、掌握语言，尤其因 远见与洞见的思想方法。人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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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 为"在场"是一种知识可信度的要

传承才是学术，如果没有传承，就不 件。因为在场，就有所见，你能以此

构成学术。 为据来思考，进而形成自己的想法。

上面讲这些，都说明学术是共 "在场一所见一我思一转化为你之

同体的衍生物和伴随品，反过来，学 思"，这是一个能够贯通的过程。在

术则催生新的共同体或促成共同体 场者是一个主动者，是一个自信者，

的新生。共同体为什么需要学术 他的说法有说服力，并且他的说服

呢?因为共同体要有更好的延续， 力构成一种压力。比如，一个美国

消减危机，展望发展的可能性，需要 学者谈论中国社会和一个中国学者

建立反思机制。这就需要专门的人 谈论美国社会。一个美国学者在中

来从事这样的工作，这就把学术和 国做过专门和长期的实地调查，但

共同体从另一个宽泛的角度联结 中国现在找不到有同样研究经历和

起来。 研究实例的中国学者，可能现在也

在场的意义下面再强调一下作 有这样的人，但这是在普遍情况下

为表述主体的共同体在场的意义。 作的假设，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美国

我们整个学理上的论述是在强调走 学者在中国作调查。这种情况下他

到国外做学术，"在场"非常重要，因 来谈论你的社会和你谈论他的社

为有这个信念，所以认为海外民族 会，这个可信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在

志对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是必要的。 场和不在场所体现出来的可信度和

我要强调学理上的申说。我把海外 压力是不一样的。

民族志的知识生产分解成"我看 西方作为民族志叙事的主体，

我看见一我认为一你接受"。"我 同时也成为世界普遍主义思维模型

看"是一切可能性能够发生的初始 的创立者，普世价值的申说者、裁判

动作;"我看见"是调查研究的结果 者，世界议题的设置者，就是说西方

"我认为"是在看的基础上形成的我 在当今世界各领域里是一个主动

的观点;"你接受"是后果，是知识的 者，这个主动者是以它普遍主义的

传播结果。那么凭什么别人要接受 表述为支撑的。如果还是以"在场"

呢?为什么解释能够被相信呢?因 来评述的话，西方的学术实际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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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世界和世界观的中心，这两 不断反省。其实，我们今天谈中国

个中心是同一的。很有意思的一个 能有机会在世界做一个叙事者、做

现象是，这种问二性在人类学界一 一个民族志的作者，在很大程度上

直被检讨和批评，至少从 20 世纪 60 还是得力于西方学者对自己学术体

年代以来，对西方中心主义一直是 制的反省。更多的共同体能够在世

在反思和批判。 界平台上成为关于世界的叙事者，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与世界却 这确实是一个现实。如同我们前面

是另一种关系。在世界上，关于我 所讲，西方本身在民族志里面进行

们的表述与我们的自我感觉是异质 反思的维度，比如，近几年提倡的合

性的。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表述 作者民族志，提供一个新的思路:我

跟我们自己在内部的感觉和认知差 到非西方世界作调查，在写出来的

别是很大的，所以今天中国在面临 东西中我本人就是 author 吗?本

外部批判时的辩解会显得那么苍 人就拥有 authority 吗?民族志是

白，就是因为两边的异质、相当大的 我和当地人合作所产生的东西，从

异质的表述造成的。很多内部和人 当地人本身也在成为表述者有机体

本身的扭曲现象也可以归结到这个 中的一部分，到他自己成为表述者

异质性表述的问题上来。 这中间只有一步之差，这是西方提

前面讲的这些似乎让人觉得没 倡主体性哲学内在的一部分，所以

有希望、不可改变，但恰恰是这种共 更多的共同体能够成为表述者。这

同体关系，不管是一个共同体对另 也是一个历史趋势。

一个共同体，还是一个共同体对其 还有新技术、新媒体与人口流

他许多共同体，还是中国作为一个 动使关于他人的叙述不再能够作为

共同体在世界之中，确确实实有一 一面之词而成立。原来，人类学家

个再结掏化的机会。 到异国他乡做调查报告，不管他说

共同体关系的再结构化机会第 当地怎样，都因为距离太远和交通

一个是意识形态批判使西方中心主 不便而难以有人去验证，但现在不

义得到深刻反省，这种人类社会的 一样了，两边的人都是有走动、有联

权力的、思想的格局，西方本身也在 系的，能利用新技术很方便地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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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黯酷程穹T

上。好多民族志作者和当地人一直 种由此及彼、自近及远、由熟到生的

保持着热线联系，村里面的很多情 忠、绪罗而反思性取向要反转过来，从

况都能及时了解。我们团队里的人 他者到自我，从对象到主体，是一种

在国外住在房东家，现在房东来中 转而由彼及此、由远及近、由生及熟

国旅游又住他们家了。就是说现在 的复杂程序。概括而言，人类学的

依赖新技术、交通、人口流动等所建 反思性是从这样一种转变开始的，

立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关系，己 也就是使作为认识出发点的自我反

经没有办法再有一面之词了。民族 而成为认识兴趣所指向的对象。

志现在必须是交流的、讨论的，或者 西方人类学在马林诺夫斯基和

说是能容纳各种表述者的方式。 拉德克利夫一布朗成为学科带头人

共同体的代表者对自我的表述 的时代(1922- )确立了写实主义

与对他人的表述都会同时影响自我 的科学民族志范式。知识创新的批

和他人在结构中的位置和关系，共 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解释学、后现

同体在全球社会景观中的位置和关 代主义思潮深度影响经验研究方法

系是由代表者的表述和他们参与的 的学术氛围下，在 20 世纪 60 年代

表述的总和所塑造的。关于世界的 末和 20 世纪 70 年代催生了对于人

表述，以前可以说是以西方为中心， 类学加以反思的强烈意识 (Bob

现在属于西方跟非西方大家共同的 Scholte , 1969) 。人类学家对于自

表述，一个相互交流所产生的总的 己的学术活动作为一种具有政治经

效果，一个世界公众的印象集合。 济的动因和后果的社会实践的反思

3. 作为反身性的民族志 和批判，是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帝

反思(性)、反观(性)、反身性 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密切却被

(reflection , reflexivity) ，由哲学概 忽视的联系开始的 (Talal Asad , 

念进入经验研究的社会学、人类学 1973) 。反思的进程要想不止步于

等学科，是指一种由关于对象的知 这在已宏大话语层面，就必然要与民

识生产返回到关于自我的知识生产 族志结合。

的取向。我们原来习惯的思维是从 民族志研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

自我到他者，从主体到对象，这是一 视维度之中，在 1977 年产生了影响

气'去乓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 CPaul Ricoeur , 1969: 20)他进而把

CPaul Rabinow , 1977) 。此前，民 解释学的这个策略引人民族志，其

族志一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方面地 中的"他者"自然是调查对象，其中

记叙作为研究对象的群体的故事， 的"自我"却不是小我。他说"至关

而拉比诺CPaul Rabinow) 的这本薄 重要的是要强调，这不是任何意义

薄的大作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 上的心理学，尽管在一曲段落中带

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对象。他在引 有明显的心理学的色彩。这里讨论

言中提到，他出发前夕肯尼迪总统 的自我 C self )完全是公共的

被刺杀，他途经巴黎时感受到了 Cpublic) ，它既不是笛卡儿主义者的

1968 年知识分子学生运动失败后的 纯粹大脑的思考，也不是弗洛伊德

压抑，他在摩洛哥初入调查点时注 主义者的深层心理的自我。毋宁说

意的是欧洲殖民主义历史的残余。 它是通过文化中介、具有历史定位

让读者看到，他在调查中是作为一 的自我，它在持续变化的意义世界

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而那些被研 里发现它自身。" C Paul Rabinow , 

究的人也是复杂的人。他经受了冲 1977: 5-6) 

突和友谊，也在最后阶段与一个具 这本小册子的面世在出版形式

有明确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当地访谈 上是非常隆重的。人类学出身的社

对象CBen Mohammed)在关于各自 会学大家贝拉CRobert Bellah)为它

文化的讨论中增加了对自己所代 作序，同样具有人类学背景的社会

表的西方文化与当地人的伊斯兰 理论大师布迫厄 CPierre Bourdieu) 

文化的隔阂的认识，彰显了西方文 为它写跋，而书的作者曾经是人类

化中本质主义的"他者"和"他性" 学大师格尔兹 C Clifford Geertz) 的

C Otherness) 的问题。 研究生，而拉比诺在摩洛哥做调查

拉比诺在导言中申明了自己的 时，格尔兹就带着夫人和另外的学

学术路径。遵照保尔·利科 CPaul 生在附近做课题。

Ricoeur) 的说法，他把解释学 社会学大家贝拉 C Robert 

Chermeneutics)的问题界定为"通过 Bellah)在该书的序言里表示他对拉

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 比诺的欣赏就是从后者发挥利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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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裂 9 即与

实证主义观念决裂号与

观察的自满态度决裂?与对尼采所

数第二章时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作 谓的"纯洁成胎说"忡。应ma of 

贝

大部分篇幅都被赋予

作者意图要

目

而是文化

者(以文化的自我雨非人格的自我 immaculate )的自信决

说话的作者)没有用一种 6 我的文

, (我文化)去与甚至相对来说最

现代化的摩洛哥村民的言之凿凿的

爸你的文化?对举。意识到这一点是

颇为悲凉的。作为安慰 p 书中隐

向我们透露出这样一种观念:因为

已经失去了一种传统的 6我

说无疑是最困难的决裂，与格尔

兹所展现的 6精致化的实证主义?

'寸格尔兹的写作风格所展

现的全部诱惑决裂。"布迫 CPierre

Bourdieu , 1 977: 1 指出，他把求

知主体作为对象9 承认知识是涉及

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将各种文化合成 主体的一种建构，凝视(、观察

的总体拿来为我所用。显然 9 这就

是 4 绕道 9 所指的全部意思。押

等看的方式不是天真

纯洁的?结论的得出是复杂的人为

Bellah , 1977: 产物 9并不是像圣母玛利亚童贞受

布迪厄在跋中直接把拉比诺的 孕那样保有其纯洁性。在《思想战

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 线》的"民族志经验研究"专栏中发

研究对象"。他说 9 拉比i若把解释者 表的《文化书写与对象建构M

自
感

1<>庐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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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

方式))(李立， 2005; 杨春于， 20(5) 可

以看作是对于布迪厄在此论述的观

点的发挥。

通过民族志方法来反思人类学

学术活动的主体(自我)及其背后所

依赖的价值、假设号在拉比诺的《摩

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之后蔚然成

风。杜蒙( J ean Paul Dumo时，

1978) 的《头人与我儿克拉潘扎诺

CVincent Crapanzano , 1980) 的《图

哈密 k 杜夕卡尔 (Kevin Dwyer , 

1982) 的《摩洛哥对话》相继出版 9 直

到 1986 年，((写文化》的问世标志着

人类学反思时代的最后确立。我们

在《思想战线M扩6民族志经验研究押

专栏中选介了《写文化》中罗萨尔多

反思调查问询与被调查对象的关系

的文章作为这个风气的一个代表，

也以书评的方式介绍了这股思潮在

当前的民族志中的表现，其中 9罗香

凝CLisa Rofel)和刘新 (Xin Liu) 的

新书都是获得许多好评的例子(吴

晓黎， 2005; 康敏， 2005) 。我们之

所以选介这两本民族志 9 一是因为

它们讲述的是关于中国当代和当前

的故事，我们读起来很亲切;二是因

为它们体现着西方人类学民族志新

的理论关怀和明确的反思意识。

我们看到 9 中国人类学的民族

志著述正在经历一个从写实性到反

思性的转变。"民族志经验研究"专

栏正是要见证这个转变。我自己在

近几年参加的博士学位论文评议和

答辩中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转变的

冲动。民族志的写作和关怀确实复

杂起来了。对于越来越多的年轻学

人来说，民族志不再是一种客观呈

现科学研究成果的简单明了的文

体，而是可以尽情发挥自己语言能

力的文章;不只是为了记录远方的

对象，也是(或者说其实是)为了认

识自己。他们在选题和论文构思上

都是具有反思意识的。

中国的思想方法里是有"反求

诸己(身)"的说法的。不过我们在

这里讨论的"反思性""反身性"

Creflexivity) 还是一个西学概念。

在人们熟知的意义上9 反思性是指

研究者对他的研究所处的整个环境

以及他与环境的相互影响的必然性

的明确意识。如果从实证主义的科

学要求来说，研究者既然意识到了

对于研究的这种人为的影响，就要

努力克服它对结论的客观性的干

扰号以达到最终科学的认识。反思

人类学的知识创新却是另一个思



" 

、权威性受到

地增加

(他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知识的机 的

。反思的多种视角 文

从多方面得以实现 9这种由彼及此、

自远及近的思想 际研 风格上的 ( exotic) 或新

斗。 国的社会事实与

文化

"自主立于世界

民族国家都要

(广义

的

和村的专业群体。这个群体在不

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被期

望扮演多少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个

本分 9 也就是把呈现问社会事实

二tJY职业的基础。

家?在过去

的许多国

时间黑发

(或民族精神)的群体

(族群)。

积累

庞杂而散漫的

的方法论为依托

9这就是以

表的科学的

"科学"的水平 9

家逐渐

门

门训练的学

所从事的规泣的田野作业捆都在 A

可

2~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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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因为一切都基于凶手坛"在现场目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

睹(I witness) , "我押对事实的叙述 的奠基人，涂尔干强调对社会事实

都基于对社会或文化的整体考虑。 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社会科学的

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 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

磨蹦出来的学术利器9 后来也被民 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

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 进入"社会H范畴的思想方式 9 并在

用 9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 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确有效呈现社

社会科学学科相结合，发展出宗教 会事实并加以解释的方法。

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 民族志依据社会整体观所支持

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 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社会事实，

类学…@ 对整个社会科学 9 对现代国家和现

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 代世界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中国

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 古训所讲的"实事求是"，通常是文

毡，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 人学士以个人经历叙事明理。"事"

就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 所从属的范围是很狭窄的。现代国

文体，也是一种方法， i也就是一种所 家需要知道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

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忡。这 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

业已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 9 它们 民族志是顺应现代社会的这种知识

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 需要而获得发展机会的。通过专门

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恃对 训练的学者群体呈现社会各方的

象 9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 "事

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 舆论的根据。这为各种行动者提供

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或曰非西 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

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 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是在极大地超

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致起来的，但 越个人直观经验的时间和全间范围

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 展开的，由专业群体在深入调查后

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现代社 提供广泛的社会事实就成为现代社

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文体。 会良性化运作的一个条件。现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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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的

出议题 9

有议题就能够共

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

中才见到社会。新闻

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

上远远不够步

因为民族

的

, '1 国的

与现

科学对事实的呈现， 民族志 长的历史时期 9 中国

厚重的

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

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

、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明

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

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

学术的建楠中，

所需要的对事实的

和艺术及其提合体的广场文

的。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 9

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

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

调查研究?他是在

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

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知识 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

生产的许多缺陷。学术群体没有担 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皇

当起民族志研究的基本队伍?不能 种文化 9 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

提供所关注的社会的基本事实号那 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

9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问 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

互不可知飞不可衔 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

2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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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被呈现出来 9一度被僵化、刻 的 9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

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 事实。然而 9 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

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 它们是我们完整的社会图像9 另一

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 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足够弥补或者

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 替抉它们的社会图像。我们要超越

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 这个局面中杂操着的不服与无奈的

择 9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 心理 9就必须自己发展起够水准的

的机会。 民族志 9 书写出自己所见证的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 图像供大家应择或偏爱、参考或

志发育不良的问题。在中国有现代 兰J夕主，丑、召、、。

学科之前 9 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

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 本文主要内容分别原载于《广

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 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6 年第 3 期;

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 《思想战线))， 2008 年第 1 期刊西北

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也 民族研究))， 2010 年第 1 期刊世界民

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 族))， 2014 年第 1 期等刊物。

参考文献

康敏.2005. 民族志与"我"和"我的叙述" 海者(1922 年英文初版)梁永佳、

口].思想战线(1) 李绍明 9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美〕拉比诺.1998. PCR 传奇:一个生物 吴晓黎.2005. 民族志与现代性故事[1].

技术的故事(1996 年英文初版)朱 思想战线(1) . 

玉贤，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杨春宇 2005. 看的方式[1]思想战

李立.2005. 文化书写与对象建构思 线。) . 

想、战线 (3). 岳永逸.2005. 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

李霞.2()()5. 依附者还是构建者?思 构[JJ 思想战线。) . 

想战线 (1). Asad, Talal. 1973. ed. Anthropology nd the 

[英]马林诺夫斯基.2002. 西太平洋的航 Colonial Encounter. Atlantic Hig.hlan出:

292 



民族志的全球视野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 Inc. 一一一.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Be!lah , Rob巳rt. 1977. "For巳word". In the Term. London: Routledge & 

Paul Rabinow.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Kegan Paul. 

in Morocco. Oakland California: Marcus , Georg巳 1998. Ethnography 

Univ巳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ourdieu , Pierre. 1977. "Aft巳rword".

In Paul Rabinow. Reflections on 

Field'vlθ'rk in Morocco. 臼kland Ca且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rapanzano , Vinc巳nt. 1980. Tuhαmi: 

Portrait of a Morocc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avies , Charlotte AulL 1999. Reflexive 

Through Thick and Th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rcus , Georg巳 and Jam巳s Clifford. 

1985. "The 沁1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 A Preliminary Report". in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6. No. 2 

CApr). 

Marcus , George and Michael Fischer.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Ethnography: A Guid与 to Researching Critique: An Experimentα1 Moment in 

Selves and Others. London: Routledge. the Humαn Sciences. Chicago: The 

Dumo时， Jean-Paul. 1978. The Head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αnd 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Mueggler , Erik. 2001. The Age of Wild 

Press. Ghosts: Memory , Violence αnd Place 

Dwy巳r ， Kevin. 1982. Mor.α:can Dialogues: in South'vl四 China. Oakland California: 

Anthropology in Question. US: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Oswalt , Wend巳11. 1972. Other Peoples , 

Hearne , S部nuel. 1958. C original Other Customs: World Ethnography 

edition , 1795). A Journey from Prince αnd lts History . New York: Holt , 

of Wales's Fortin Hudson's Bay to the Rinehart and Winston , Inc. 

Northern Ocean. Richard Glover , ed. Rabinow, Paul. 1977. Reflections on 

Toronto: The Macmillan Coof , Fieldwork in Morocco. Oakland 

Canada , Ltd.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alinowski , Bronislaw. 1944. A Scientific Scholte , Bob. 1969. Toward a Reflexive 

Theory of Culture. Chapel Hill: North and Critical Anthropology. in Dell 

Carolina. Hymes. ed. Reinventíng Anthropology. 

在感 ω

T页。可



4ω 

294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N巳:w York: Random House. 

Stocking , Georg巳. 1995. A卢er Tylor: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

1951.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巳ss.

Thornton , Robert. 1988. "Th巳Rhetoric

of Ethnographic Holism".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No. 3CAug). 

Urry, James. 1972. "Not巳s and Querieson 

AnthropoI吨yand… th巳 Development of 

Pield Methods in British Anthropology 

1870-1920" in pnα'i!edi咿 of t.加 Royû

Anthropological l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lreland. 

(责任编枝:罗君 陶庆)



( i i 器如〉





The New Poliíical Aníhropology: On íhe 
Synchronous Developmení of Poliíics 
Scieníizing , Aníhropology Poliíicalizing 
and E íhnography Cul íure-
Wri íing (Pref ace ) 

TAO Q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Shanghai , China) 

Summary: Th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indeed the effort of 

predecessors and the present colleagues of politics and anthropology. 

They have bravely walked out of their academic "territory" and the 

"circle ", "yelled " and contacted to each other and even partly 

integrated. In my humble opinion , the subject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s not a mission which can be shouldered by only one 

discipline , it really needs cooperation of at least two disciplines , that is , 

politics (including public management) and anthropology (including 

ethnology). As Aristotle said , "the human being is an innate political 

，、......



亏哈氮

29R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

animal" , all forms of human societies belong to a political community 

without exception , thus , the research of anthropology also has a political 

complex and tendency. After an intensive reading of this album , we 

can't deny that no one can ignore the "power" and "right" factors even 

the domestic excellent works of ethnograph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 

nowadays. From "cultural scientific" ethnography to "cultural 

interpretative" ethnography , and even to "writing culture" ethnography , 

which one can get rid of its political ecology and the political views it 

expressed? In particular , cultural (social) anthropology emphasizes the 

basic function of "culture"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 , but what kind of 

"culture" has not been influenced by various "power"? Both the remote 

and inaccessible "folk landscape" and thriving , quirky "government 

landscape" have their own "cultures" which are unique and exclusive. 

And this nature under the differences of race and culture is the fertile soil 

for "power". Analyzing from this aspect , the formal formation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in anthropological field may need to follow the 

exis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 because anthropology has just had its own 

political proposition since 1940s. (Reference: Fortes , M. and E. E. 

Evans-Pritchard. 1940.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other words , since then , anthropology has created another 

kind of "politiω"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politics bu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thropology , that is , a special political 

phenomenon which has no so-called country but having social order , 

then , anthropology field named it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he social life of human is the production of politics at every 

m:oment , any kind of political ecology is also inseparable frofn the active 

subject - human. Therefore , the academic concept and disciplinary 

background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must be well-versed in the ri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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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proc臼s of anthropology. From this perspective , traditional 

politics , includ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 , díd not 

" rediscover" the political connotation in the sense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n creaìed the political research category of it as 

what anthropology had done. If cultural (socíal)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can "rediscover" and creat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respective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 , then what we 

can ensure is that , whether how the political anthropologists of this two 

subjects emphasized the ímportance and exclusiveness of their own 

subject , they wi1l finally amaze and find that , origínally , there are so 

many same knowledge productions , the consensus of academic 

connotation and there are so many cooperation need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which they took pride of. 

In a word , i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cademic and 

historical process of politícal anthropology , the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f 

politics has significantly lagged behind the anthropology's. Therefore ,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of learning and using more experience and theor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f cultural(sociaD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the present political science field. especially for the Chinese politics 

which has been restored and developed only for about 30 years since 

1980s. Arnong them , ín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of 

cultural ( social) anthropology , the colorful "ethnography" is the 

"scalpel" which can "cure all diseas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s scientized. 

The process of politics scientized cannot develop without the 

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nd writing ethnography. Modern 

anthropology and its scientific ethnography can be called the 

"anteèedents" of behavioral research paradigm of politìcal science. and 

警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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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zation of politics , to some extent , follows the research ethos of 

modern anthropology and its scientific ethnography. thus. it can be 

cälled the "consequences" df it. 

Nowadays , when academia summarizes the scientization of politics 

or we can sa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political science , it tends to 

overemphasize on the "catalysis" and "melt effect" of Arnerican 

behaviorism methodology , and largely ignores the founding role of 

modern anthropology and scientific ethnography which rose in 1920's and 

matured in 1960's. Behaviorism study always shows as two basic methods 

of empirical research such as the sampling measurement method (survey 

study) and case study.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gradually formed its own 

research paradigm (putting forward research question , determining the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 collecting data , analyzing data , writing 

research reports , extracting earth皿bounded theory) and research 

principle (objective principle , the principle of causality , system 

principle , test principle). It's root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is that it 

always regards abandoning "pseudo and virtual" and seeking "truth and 

reality" as the only mission. 

In the later developing process of cultural ( social) anthropology 

types , in the tendency of polit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 great fission 

occurred , that is , at first cultural (sociaD anthropology revealed the 

political life of "non-civilized" primitive society purely and passively , 

then turned to a new orientation that eliminated the academic 

"hegemony" of anthropological scholars , abandoned the political 

privilege that researchers owned the cultural "dominate" status to 

research objects , after that , it deduced a "cultural interpretative" style 

that criticízed and reflected "cultural science" , finally , ít "invited" 

research objects and even expected readers to reconstruct "plural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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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ve culture" instead retaining "right" that "explains" the culture 

actively and artificially named it as "writing culture". In this background 

that the so-called postmodernism is rising , cultural C social ) 

anthropological scholars are not angry with the "10ss" of political 

privilege such as cultural "sovereignty" , on the contrary , they have been 

praised and cheered by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creasingly , because these scholars have advocated 

multi-benefits of stakeholders and reflected democratic political emoti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multi-channel". Perhaps , the new style and 

fashion of ethnographic "wring culture" accelerated the fusion of the 

scientization of politics and polit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 then 

catalyzed the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inity of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which contains the scientization of politics , polit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wring culture" of ethnography. 

Although this album is a symposium about "ethnography" , in the 

perspective of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these all reflected the identity 

of "politics scientized" , "anthropology politicized" and "‘ wri ting cul ture 

of ethnography".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politics scientized could not 

ignore anthropology politicized especially the "writing culture" of 

ethnography , in other words , without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polit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writing culture" of ethnography. 

political science cannot move towards the temple of "cultural science". 

However , the scientization of politics does not weaken its inner essenc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the contrary , because political science aims 

to realize social public interests and satisfy people's "good life" 

eventually , it could fully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 with pluralistic

integrative democratic political connotation of polit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especially "writing culture" of ethnography . 

稳篇意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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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anthropology 

seems to show the identity of "triune" type. First , scientization is the 

direction of politics , it could not ignore fieldwork and earth-bounded 

method of cultural (sociaD anthropology. Second , politicìzation is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cultural (social) anthropology , it could not ignore 

the value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car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ird , 

writing culture is the developing direction of ethnography , it could not 

ignore dialogue and coexistence of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est entity and 

species. The unification of "science" , "culture" and "democracy" , the 

unification of scientization of politics , politiciz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 writing culture' of ethnography" , these are what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eds to consider. 

Keywords: new political anthropology politics scientizing 

anthropology politicalizing ethnography culture-writing 

(张亦呜译，陈津京、曾璐雅校)



The Methodology of Contempor组-y Ethnography 

一一-A Criticism to James Clifford's Denying 
the Feasiblity of Ethnography 

CAI Hua 

(Peking University , Beijing , China) 

Summary: In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anthropology , it has 

developed many methodologies , such as evolutionism. diffusionism , 

functionalism ,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 structuralism ,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 and so on. On this path , anthropology has experienced 

more than one crisis. However , compared to the prior crisis , there is a 

prominent difference in the crisis of which has been named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although no scholar has defined the structuralism 

explicitly) and 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 Some prominent scholars of 

anthropology have issued inquiry and thoroughly questioned what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reliable theory before. They summarized 

some problems faced in the discipline and explored new method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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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Rodney Needham and David Schneider's profound and rigorous 

reflection. What's more , scholars who benefited from structural 

anthropology before also turn back to criticise in the review of existing 

theories , questioning the reliability of ethnography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n "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 , Clifford denied that the 

ethnographer could interpret the exot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ubjectivity of western culture through deductive reasoning.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methodology , as an ethnographer who has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ulture rather than western culture , the author makes a dialogue with 

Clifford based on his own experience of field cas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ractice and knowledge. 

Clifford thought that ethnography text ,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 

interviewing , right of speechand events are all related to subjectivity , 

and even the ethnography was a dual lie which was made up by the 

native's subjective statement and the author's subjective construction. 

Each person'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is only a world of his own. 

When facing a kind of culture and society , everyone's understanding is 

personalised , namely subjective , whether he is a member of the ethnic 

group who creates the culture and society or he is a foreigner as an 

ethnographer. As a main body , any individual's cognitive products are 

full of subjectivity , there is impossible for an absolutely objective 

cognition. In the end , he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a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debate on the theme of writing and reproducing the 

otherness. Similarly , there is some ethical problems in ethnographic 

writing. Indirect reference is unable to provide the direct reference and 

accurate translation , and it also turns a blind eye to the native's specific 

understanding and creates a monotonic text to explain th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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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lf the premise established , then we would face a question 

firstly , that is whether people's cognitive ability can reach to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 from different nations , rather 

than how to write. According to his creed , in view of the human being's 

biological defects and linguistic barriers , people can not perceive the 

reality of otherness. So , Clifford thought that if we want to seek the 

fundamental way , we must firstly improve biological quality of human , 

rather than writing method. According to Clifford's critique , 

anthropologists Caccurately , all social scientists) stiU face three kinds of 

natural , original and inherent incurable diseases: there are no neutral 

words and forms in any discourse , and there is unneutral political 

position , the individual is under the absolute rule of the subjectivity. If 

the assumption is tenable , it definitely means such a fact: Even the 

ethnographer writes an ethnography which is completely combined by 

direct reference , it will also be a distorted picture of culture and society , 

not to mention that ethnographies are not written in native words. As is 

known by all , many nations which were studied by ethnographers have 

language but no words. What were declared to be bankrupt by Clifford 

are not only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 but also the whole social 

sClence. 

But we can't deny that Clifford's argument still seriously and 

potentially invented or challenged every anthropologist who has a rich 

working experience of ethnography. And That is the power of serious 

criticism in scientific activity. 

As for the professional anthropologists , field work in which they 

study the different nations would last for years they participant in the 

native's daily-life Cincluding every annual ceremony) , observe and learn 

about their lifestyle C including acquainting their language gradually) 

弩醋黎安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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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eing familiar with their lifestyle , the ethnographers would study 

the belief system that supports their lifestyle. The process of field work 

for ethnographer is observing , thinking, questioning , listening and 

recording , it g。因 round and round. Anthropologists report the natives' 

introduc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ir own social facts by summary , direct 

reference , or indirect reference analyze the collected materials , and 

verify the the existing theory through social facts and cultural facts which 

are newly discovered to confirm , modify or even falsify the basic 

concepts and general theories (although it is extremely rare in the social 

science activities , even once in a century) . 

Professional anthropologists all know that the process of describing 

exotic culture is full of difficulties , and every paragraph was written 

after inner struggle. There are no existing words and expressions for 

exotic culture in the writers' native language , which is the root reason 

why it's especially difficult to write ethnography. However , objective 

observation and faithful description of exotic culture are a mission which 

can be completed. Anthropology have used the method of description for 

a long time , and text writers should appreciate the usage of description. 

As a result , the ethnographers are describing rather than translating 

when they are writing the exotic culture. What's more , any current 

system and its practice of a nation can not be optionally changed by 

anyone. Whether for natives or ethnographers , text of ethnography is 

not all a fictional , strange and uncontrollable lie. Ethnographers doesn't 

dream to be coincident with natives' thoughts , what they aim to do is 

learning the natives' thinking , belief, system and behavior. The 

ethnographers never fabricated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create a 

collaborative author for them. 

To be the lawyer for the authors who were criticized by Cli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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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nography Te就拥d Narrati斑。f 'fr明h

CHEN Qingde ZHENG 

CYunnan University , Kunming , China) 

Summary: Traditional ethnography , which is based on the 

hypothesis that cognitive objec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al object , 

claims authenticity as it's symbol. The problem that materials and text 

were confused with ethnography text , as well as th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and focus between 1 and He , emic and etic , the self 

and the other啕， profoundly show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 that is , the 

narrator would inevitably reconstructs the object. Thus , in the integral 

association , it reveals that society is nothing but a series of narration 

which is described by the discourses in the The real value of 

theory , perhaps , lies in the reflection comes from continuous self

cntlcls日1.

The "truth" problem in the fieJdwork of anthropology in the past 

mainJy focused on the method about how to ensu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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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data. Such as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collecting materials 

before the text's formation , and the ways to enter and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local community , maintain good mentality , carry out 

effective interviews , make a questionnaire , and so on. These concerns 

are mostly confined to the study of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how to 

obtain the real object to the great臼t extent. However , it neglec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real object to cognitive one. This tendency of 

ethnography had a critical defect from the beginning , as it obscured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ruth" which it lived by. 

Actually , the problem that ethnography is true or not is related to 

the authenticity of epistemology , that is , how people's cognition could be 

true. Heidegger had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truth theory which holds 

that truth is the coincidence of object and knowledge. The in再

authenticity of proposition is said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object , in 

addition , the in-authenticity of object is said to be inconsistent with it's 

essence. If ethnography text was defined a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he 

author's cognitive object , which means text is a conclusion of the 

subject's summary for cognitive object after the cognitive process. In this 

sense , the realistic and appreciable ethnography actually includes the 

whole externalization process from real object to cognitive object. This 

shows that whether the ethnography text is real or not can only be based 

on the content recorded in it. It can be judged by the existing knowledge 

and logic , however , the judge foundation can only be ethnography itself. 

Therefore , it's possible in theory if we check the ethnography text itself 

from the last aspect , and then trace back to inquire the formation of 

cognitive object. In this way , text becomes a basic point which is 

operable and realistic. Of course , it's necessary to confirm people's 

cognitive ability at first , as well as to confirm that we can approach the 

警察这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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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 object by cogni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Text is regarded as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d intact structure in 

narratology. In terms of the analysis of ethnography , rïärrative text can 

be assumed to be independent , it is separated from the author and his 

cultural background , so that the text itself can be restored and showed 

more objectively. Accordingly , the genuineness problem of text serves as 

the entry point of that of ethnography. In view of this , many problems 

will appear , such as the materials and text of ethnography , narrative 

method and practice , and how the cognitive object transforms to realistic 

text , which explore a new way to inspect the authenticity of 

ethnography. 

Ethnography can be understood from two aspects , fabula and text. 

Pabula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events which the author sees or hears , 

generally speaking , it's fragmentary and even chaotic. It includes 

events , behaviors , time , place and so on. While text refers to the 

combination of events showed in the works after narration , which is a 

finite and structured integrity composed by linguistic signs. This finite 

integrity doesn't mean that text itself is limited , since its significance , 

effect , function and background are not limited. We can also say that 

fabula is realistic ingredient which hasn't been logically arranged by 

people , to the contrary , text is the externalization result of people's 

cognitive object. Logically , what readers firstly and also merely find is 

symbolized ethnography , rather than the fabulas. However , the fabulas 

that readers expect to obtain are from the text redefined by narrators. 

The way that distinguishes fabulas from text enables us to focus on the 

genuineness problem of ethnography from a new angel. 

In reality , in some classic ethnography , it's normal to use western 

logic to re-order the local events , to remold the aboriginal cultu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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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 to reinterpret and create it , and then create a completely different 

ethnography. They equated the fabulas with the text that they 

reconstructed , thus they replaced the local residents' cognition with their 

special one. As a result , traditional ethnographers didn't realize the 

limitation as they were special narrators , and they had overly 

reconstructed the "truth". Nowadays ,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a majority 

of writing method of ethnography take it for granted to obtain the 

authoritative identity as a narrator , meanwhile , many anthropologists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anings of distinguishing narrator between 

author. 

Geertz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on narrator , who is 

appeared as author in the above , and thought that the anthropologist's 

interpretation could only get the approximate value of the real object. 

Therefore , anthropologist's construction of text is a syntheses which 

included scientific imagination , the author's culture and ideology. The 

author , as the third participant , embedded unconscious structure , term 

and behavior of his own language.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distinguishes the fabula from text , and acknowledges the existence of 

narration and narrator , as well as the important effects on the text by 

narrator and narration. But the shortcoming is that they differentiates 

the author and narrator , but also enhance the position of the special 

narrator who appears as the author to an unprecedented stage , which 

summarizes the formation of the whole text and its significance into the 

narrator. 

For a long time , on the basis of an "external" reality , individuals' 

common attitude to ethnography text is not only to understand the facts 

it describes , but also want to know whether it is true or not; and try to 

grasp these evidences and inspect that it tells the truth or a lie. Whether 

备岛主客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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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materials is abundant or worthless; whether it's absolutely correct or 

has been modified. However , the analysis of some associations , such as 

"truth" and the narrative perspeetive or focus, emic and etic , the self 

and the other mentioned above , drive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scourse which is as practice , and to reveal the basic qualifications 

which make a particular discourse possible , in other words , to expose the 

possible condition of the things within the specific discourse. 

Keywords: ethnography text truth narration discourse 

(陈津京译、曾璐雅校)



Engaging in Ethnography: 
Malinowski and Geertz 

HU Hongbao ZHANG Lime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Beijing , China) 

Summa巧r: Ethnography can not only be used for referring to an 

academic research methodolog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field work 

study of other culture ,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special text form which 

show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gained by this method. However ,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onnotation of ethnography in the emphasis point , and 

it's extension is also divers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early anthropologists selectively used the 

secondary data which were collected by others and the reliability couldn't 

be 伊aranteed ， and they constructed the universal theory on the basis of 

cross cultural comparison. Ethnography was still a specific text 

formrepresenting the non-western primitive society , but not rela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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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que research method. However , the signal of revolution was sent 

out. The most typical practice was that anthropologists were required to 

live in a community or a social group containing 400 to 500 for more than 

one year ,as a result , they learned all aspects of natives' life and culture. 

In such communities , researchers could know all people , research the 

local lifestyle , and they could also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using the 

native language , and all these surpassed the general impression. 

Malinowski lived with aborigine when he stayed in Meru Island and 

Tollerbrender Archipelago for two years , he developed the field work 

system of modern ethnography along Rivers's direction. And this caused 

a profound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in 1922 , as a research tool and 

academic paradigm , modern ethnography appeared ceremoniously. The 

study of ethnography should not only record what have been seen and 

heard , but also analyzes its function , and then construct culture science. 

Thus ，肌1alinowski unified ethnography , field work and theory , which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tatus that data collection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ory analysis , field investigations were separated from indoor study. 

Consequently , ethnography gained the dual features , including specific 

research method and specific text form. Since then ,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studied the no任western tribal society in this way , and wrote 

many excellent works. However 25 years later , Malinowski's field work 

diary was published after his death which showed his anguish , 

boredomand resentment to the aboriginal people that had never been 

mentioned in his works. The leading scholar who set the standard for an 

scientific culture description by public works should privately face the 

dilemma of personality unity and theory integratiön. It provoked an 

urgent reflection on the objectivity and authenticity of fieldwör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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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provemen时1.

Malinowski emphasized to understand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aboriginal culture by long-term participation and observa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 he advocated to have comparisons from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First , there is an universal biological basis behind th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systems.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ways to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human beings , we can compare the diverse cultures and systems. 

Second , he regarded the example of Tollerbrender Archipelago as a 

critical to01 to overturn many grand theories , and then took it as the 

prototype of primitive society , to construct a unified theory of scientific 

culture. Geertz was critical about this. In his view , both mícrocosmic 

model and natural experirnent rnodeJ were wrong. The basic work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is to rnake thick description be possible rather 

than encode for abstract rule , to conclude in the individual case rather 

than exceed it. In other words ,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combine the 

microscopic interpretation and macro background with the method of 

comparison , but we couldn't be confused with the research location and 

the study object , couldn't be confused with the case and the it's 

characteristics 固 The of representation and approximate deduction is 

not the case itself , but in the case of general significance. Because of 

this , case sumrnary becomes a true way to explain the anthropology 

theory. 

1n short , whether it is on the issue of ethnography , or on the 

comparison and approxìrnate deduction ,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 science and culture interpretation.τhis difference is the 

fundamental diversity between the academic paradigrn , which is far 

beyond the scope of reform and promotion. We shouldn't pull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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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a framework to engage harmony just for the purpose of pursuing 

academic fashion or seizing the moral high ground. 

What should anthropology do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1 think 

that we can refer to Heralded Mackerel's view. On the one hand , culture 

science and culture interpretation are different ethnography paradigm 

with fundamental diversity. They have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basis and 

theoretical direction. So we shouldn't simply blend them together. On 

the other hand , although these two appear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not simply replacing and being replaced. In 

fact , culture science and culture interpretation both have unique 

contributions and internal defects. Therefore , in the practice of 

ethnography , we should avoid simplifying tendency. Neither should we 

be too superstitious about science and objectivity , nor criticize 

ethnography authority as worthless. We'd better explore a specific and 

critical theory in the dynamic practice of ethnography. After all , the 

theory should be used in practice , rather than be a restriction or a chain 

of practice. The key problem is neither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theory paradigm , nor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 

actually , it's the degree that the practitioners clearly understand and 

flexibly grasp the discrepancy. 

Keywords: ethnography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thod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culture criticism 

(陆津京译，羊素敏、曾璐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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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dinary Ethnography 

一一-Moral Analysis of Altruistic Behavior 

LUO Honggua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 Beijing , China) 

Summary: Since Ma1inowski ,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has been the 

classic and acknow1edged anthropo1ogy methodo1ogy , name1y , a person 

engages in 10ng periods of fie1dwork in a re1ative1y iso1ated p1ace 

transforms the way of know1edge production by eating , living and 

working with the natives. Explaining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customs in 

other's world by understanding the natives' understanding , which 

provides ana1ysis texts named ethnography. 

But now ,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a 10t. First of all , today's world 

is influenced by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 the other's wor1d is no 

10nger iso1ated , nor is it divided from each other and unreachab1e. The 

world nowadays is a world whete we are inseparab1e. Perhaps the other 

a1ready exists in the re1ationship among humans , hu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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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moral authority to promote? Considering all these questions , research 

group regards the volunteers as research object and requires them to do 

service works in public service agency chronically , and records their 

inner thoughts for the purpose of analyzing and reflecting in the future. 

This study is called the "ordinary ethnography" , which has the 

following definitions. Expressions from the life world. It maintains the 

narrative features of the first person , and fully shows the academic 

problem of inequality in the "knowledge and power" and the morality of 

dialogue reflected on the first刷hand documents to a great extent. lt uses 

the method of ordinary ethnography , experimenting and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service and being serviced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s. It also solves the problem of the moral authority which can not 

be self-inspected , what's more , it confirms the hypothesis that 

knowledge is public and co-structured. That is , knowledge is created by 

researchers and objects. Therefore , it represents the publicity. This 

study aJso provides a new way for large.组scale cultur孔1 stud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ordinary ethnography self otherness otherness of self 

(陈检豪译，单素敏、曾璐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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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he second section introduces the exploration of postmodern 

ethnology and related meta-theorYi the third section is a conclusion of 

above discussion and has a brief comment on related methodology.τhen 

on the basis of it , the author expresses some opinions about issues in 

reflection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In this paper , we can see two periods of text making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Anthropology-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 ethnograph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postmodern ethnography , which is demarcated by 

1960s , since the writing of modern ethnography established by 

professional scholars. We regard "how to write" of ethnographic writing 

as the center , naming three types in the two periods as follows , the first 

is "overall description model" of modern anthropological culture writing 

(scientific / modern ethnography) , the second is "thick description" 

model of postmodern anthropological culture writing (ethnography of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 the third is "dialogue" and "multichannel" 

model C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of reflective anthropology). 

In the discussion , we have noticed that , in fact , "how to write" 

"write what" and "why we write" have intrinsic connection. lndeed , the 

writing Ctext , discourse , writing culture) which contains these elements 

is a part and a narrative form of epistemology in that period. ln other 

words , social studies and cultural writing of an era are inseparable from 

the influence of its meta-theory ,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This article 

involves little on this subject , but we still have a rough grasp. 扣10dern

ethnography is formed when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determined 

to become the humanities research methods. Its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background is the "Sl材ect-object dichotomy'气 "one 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 and "Descartes model" which pursue objective truth. The 

exploration of postmodern ethnography were emerging wh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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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pretation) , and to serve the society (including culture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e criticism) and the human beings (public care 

for specific group ). Secondly , for refIection on Chinese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 perhaps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t reveals the true 

meaning of refle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 which is aimed at inspecting 

the misleading of universal truth and polishing 扰， rather than destroy the 

obtained achievement (including meta-theory). Thirdly ,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rcles which is in the necessary 

modernity deconstruction and post-modernity survey times , and at the 

same time , shouldering the dual construction which contains arduous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Third , the publication of Chinese version of Writing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writing and methodology research in native 

ethnography wiU promote the discussion of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Earl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Chinese anthropology has had 

several innovations and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n the text writi l1g 

techniques. Since al1thropology reconstructed in the 1980队 some scholars 

also have carried out some beneficial explm句ations in the cultural writing 

and ethnography methodology aspects. Recently , the Chil1ese version of 

l扩riting Culture have been published and Ol1e of the editor of this book 

Dr. Marcus will give lectures in China , which will help to deepen and 

expal1d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research in China. And it will also be 

be l1eficial to the reflection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rcles which have 

faced methodology crisis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s and globalization , 

Keywords: ethnography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l1ce writing 

culture metatheory 

(张亦呜译，曾到各雅校)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Process Continuum 

Naribilige 

(Fudan University , Shanghai , China) 

Summary: Ingold said ethnography is NOT anthropology , this is a 

radical idea. A better expression is that ethnography is a part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two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not contradictory. 

Description and comparison are two indivisible parts of anthropology , 

just like the words emphasized by Ingold in the speech,‘ sitting in an 

easy chair rather than doing field work can not make the anthropology'. 

Interacting with the local is practice , so is writing in the easy chairs. 

These two kinds of practice are one's specific practice in the life , which 

is neither imagining nor rising from the ashes ,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cultural background , language habits , ways of act , social memory value 

judgment and so on. Therefore , ethnographic descrip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not only involves the object , the intera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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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various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involve organisms and non-organisms , involve mutual environment 一一 I

am a part of your environment , and you are a part of my environment.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consist the same academic ecological 

activities. The practice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is an open 

process , including two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 dialogue and 

interaction. Ethnographic workers have formatted mind , they think , 

judge and choose anytime and anywhere in their fieldwork. They do the 

work of the ethnography , but also do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nthropology. 

In Ingold's opinion , ethnography bases on relativism because of 

describing cas臼 and anthropology is rooted by universalism due to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re is nothing wrong in the inclination. But they 

are not contradictory and should not be absolutized , after all , they 

belong to different levels. Ethnography is the foundation that from the 

changing lives in the world , so it tends to relativity. While anthropology 

do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ethnography which 

emphasizesthetheoretical abstraction , so it tends to universality . If there 

are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 it can 

only be the results of the temporary shelving. Shelving and breaking 

caus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human cognitive ability drive duality 

becoming the preference of researchers and readers. Everyone wants to 

express things clearly. But our life and world are complex and changing 

quickly , which only can be understood after simplified and shelved. 

Therefore , we must clearly realize that our research and knowledge are 

the results of simplification and shelving , which has distance between our 

reallife and world , and it needs to be corrected and updated constantly 

through constant dialogues and inquiries. 



εand 

different of 

，过 havc

如百

different 支队 consensus lSγεthe 

same level , can be reachedγ 。 τ虹 is ，

lev巳ls and 

50，己 the same level is 

necessarγ ， which cross山区 boundaries

8 is of energy 0 

Iηfluenced with sviritualitv 

the 

out do search 

on someone but research with someone , which is There is 

idea that whcther agrees and 

combine to form an open research process , which is whole，日ot

We research with others on the meta-connectional 

We describe the dctails and thc I am a 

environment , and the environment also becomes more 

of my existenceoτhe process that 

combine to form should have double 

and 

, the first is a 

of the 

because 

process of and 

with material at one end and 

continuum and the second is a continuum 

at the other 0 

wisdom , discard 

, also contain such 

existence of all , which mcans that everyone gave up 

, and 

called co

samts 

or t1豆htm豆 in the resourceful日ess courage , and do extreme 

and makes efforts to the same directio肌出 will be no 

honored actionso j气s an 15 

to material , and 15 Material 



码是品撼稳续慧

328 

民族志:政治学科学化"手术刀押

are interconnected , 80 is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In the new world of 

globaliz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 the relations and integrations between 

the ethnography and the anthropology are more closed , and its reality of 

inter-subjectivity should not be ignored. On the one hand , the flow of 

material , image and idea is unprecedented. On the other hand , the 

objective ethnicity also has its own ethnographic and anthropological 

experts , which join the academic ecological chain and vow their own 

voice. What's more , gree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being more aware 

and has become the common agreement of majority. Those existences 

which is ignored join the conversation by our speaking and actions , and 

do research and think with us.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will be c。

existing in nowadays and future. 

KeY'甲ords: ethnography anthropology process co心xistence of all 

things 

(陈检豪译，羊素敏、曾璐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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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10st confidence that along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style of μgo on". 

Then ,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explored in expression form in order to 

reach higher authenticity. 

From the view of stylistic feature , Tristes Tropiques is a 

autobiographical travel which has experimental style. In contrast with 

"invisibility" used by Malinowski when facing public , in the published 

work , Strauss exposed and dissected himself sincerely , the words of 

reflection and self-criticism filling in the lines. After the book was 

published ten years ,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which contains spirit of 

mutual construction has been written. Compared with the writing 

culture , this is a shift from one-way construction to mutual construction. 

In this sense , Strauss is a pioneer of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Compared with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functionalism is the character of monologue of narrative voice. Although 

description of different cultures is the purpose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 

readers can only see the single sound which emitted by author who stands 

in himself cultural position and value through the article. Because 

ethnographic text is the product of construction , even in the same field , 

different authors also see different things and write differently. So the 

ethnography which we called science cannot avoid "one thousand readers 

have one thousand Hamlet" destiny. On the one hand , the social changes 

caused social economic structure , daily life and folk beliefs of research 

object changed , thus , subsequent researchers doubted the objectivity of 

the predecessors' research. On the other hand , different researchers 

have different knowledge structure , life background ,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interest , these led to what he saw is different with others. 

And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reflects experimenter strives to get 

rid of this kind of one-dimension of research and expression. Pull out 



Dialogue and Reflection: Narrative Analysis of Experime旦旦1 Et且旦豆豆E挝

from object and examine itself , that is , interactive orientation and ego 

orientation. Then it wi1l have a new field of vision. It" invited" object 

involved in and collaborated author complete the cultural /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 In the equal dialogue relationship , the one 

dimensional authority of knowledge producers who dominated discourse/ 

power and cabined in subject field will open and assign beyond discipline 

and knowledge. However , the presentation of radical decentralization in 

writing always decided by the author-who own the ultimate power. So 

we find that "conversational text" which emphasizes the disintegration of 

authority of ethnography likes "monologic text" , it's just a writing 

method. One pattern cannot be better than other patterns and become 

authoritative pattern. They are not affiliation of ethnography. In this 

sense , monologue is inevitable , but monologue which is not suffered 

restriction completely by author is a utopian dream of innovators.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ethnography is expressing object and 

researchers' experience truly. Whatever we do/write , how to do/write i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refore , facts or stories , and even 

novel , as long as is good for this purpose should be absorbed in writing of 

ethnography. Fictitious narration may do not have factuality or 

objectivity , but have profound meaning and authenticity which even 

more than the reality of fact and truth. This point perhaps is the "weld" 

of ethnographic expression. Therefore , this paper tries to compare the 

authenticity of novel and ethnography , compare the position of "story" 

and "fact"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 discuss the possibility when writing 

ethnography , we can use the novel narrative model. 

keywords: functionalism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novel narration 

authenticity 

(张亦呜译，单素敏、曾璐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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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eidoscope" of Ethnography Colorful 
Recordsof Objects , Science and Culture 

PENG Zhaorong 

(Xiamen University , Beijing , China) 

Summary: Ethnography is colorful , just like a "kaleidoscope" which 

can .present human society and reflect the beauty of objects , science and 

culture. 

The first is the ethnography which related to "objects" in human 

society. The research of objects in anthropology namely ethnography of 

objects can be dated from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So , there are close 

relations between anthropological view of "object" and Darwin's "The 

Origin of Species" , whether in cognition , logic , sciencec , knowledge , or 

analyze. Disciplinary basis of anthropology is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Although "species" in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and the whole 

knowledge spectrum of "object" in ethnographic research of object had a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 the "object" in anthropological vision al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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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ncient sacrificial vessel. In the earliest 

educational classics "Er Ya" , Chapter "Shi Gong" , "Shi Qi" and "Shi Yu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raditional "etiquette" , for example , we always 白gard

sacrifìcial vessel "tripod" as a symbol of power in the most important sacrificial 

ceremony of an state and emperor. different dynasties have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with different historical value even at the same time. 

The second is related to the "scientific and real" ethnography of 

human society. "Authenticity" has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core problem 

in the research of ethnography. .. which develops into a more complex 

level. This paper regards different "authenticity" as "longitude" , 

ethnographic research history as "latitude" , and then analyses the 

ethnography samples in three different times: the understanding of 

" authenticity" in traditional ethnography under the "practical 

rationality" and "cultural rationality" principle;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authenticity" through "cultural structure" in modern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e conditions and troubles faced by tourist 

ethnography in recognizing and reflecting "authentici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swer thre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academic. First , the possibility of authenticity 

reflected by ethnography . Second ,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es about this problem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ethnography. 

Third , the different forms of authenticity reproduced in the different 

social context. In recent 20 or 30 years , the study of "authenticity步， has 

become a hot spo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As a refle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expressive crisis" ,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ression 

paradigm in ethnography has been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other 

subjects. A faithful record of objects in traditional ethnography 

translates into an "explanation" of 此， which means "ethnography is th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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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Traditional ethnography focuses on the "objective reality" , 

historical ethnography emphasizes the explanation of "authenticity" of 

cultural structure ,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intensifies the "real and 

interpretative" cognition , in addition , the awareness of real society of 

anthropologists through field work and "writing culture" in ethnography 

become a practice of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ng culture to 

anthropologists , and also make the ethnographic research becoming a 

form of "partial reality". However ,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 the "authenticity" has a new form , which has drawn the 

attention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Therefore , it is necessary to figure 

out the relevance and difference of several important "sampl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ethnography. 

Third is the ethnography of "culture" in human society. There has 

been an obvious controversy from the beginning in the definition of 

"science" in anthropology , both in the nature of science or the narrative 

paradigm. The reflection of ethnographic narration and "writing 

culture" , to large extent , has beyond a certain expression way , even 

beyond a certain disciplinary barriers and the principle which discipline 

have to follow , it becomes a cognition of narrative paradigm.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thnology , ethnography shows the records , 

description ,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anthropologists' field work 

fully. However , no matter as a disciplinary principle , investigation 

method , or as a "work" of anthropologist , ethnography of different 

school in different ages has different views ,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ent of anthropology. In recent decades , the "literariness" 

(such as the metaphor of literature , the image expression , narration , 

etc.) of ethnography has influenced the record way of ethnography , 

which involves the initial observation , the "accomplish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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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graphy and the way of "obtain sense" in reading activities. 

Therefore , "writing culture" becomes a reflective problem which could 

not be avoided and omitted by ethnography. The purpose of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is not to seek novelty , but for the self

reflection and the richness of culture. Ultimately , the change of 

ethnography paradigm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ontemporary knowledge 

revolution. "Text of literature" , especially the "literariness" of 

ethnography , has beyond the scope of a good or unique writing style. 

When the textual expression become a kind of power , th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expression must be "excessive". Just like a 

person once grasping power , the praise of him must be exaggerated. In 

fact , power structure of loc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man in the 

location. Similarly , power-oriented expression is related to the 

"discourse" of historical context. To large extent , "writing culture" is 

the extension of state power in the narrative way. Consequently , the 

discussion of "writing culture" in ethnography is aimed at the reflection 

of a kind of narrative way on the surface , essentially , we are refle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ar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ωand power 

structure. In a word , with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 ethnography has changed from observing and understanding 

an isolated society to a more complex , interactive society with multi唰

boundaries. And the technology has intensified and strengthened the 

cultural "decorated" effect. Thus , the nation must identify and confirm 

the "authenticity" of object. 

Keywords: ethnography record of objects record of science 

record of culture 

(张亦呜译，曾璐雅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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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author of ethnography , a11 places are globalized. In the "world" 

of human relations , the relevance of 气elf" and "other押 are broken down 

into several relationships and cognition , but they are integrated 

essentially. It adjusts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hen forms the 

Cl巾lre that is human-centered , god-centered or object-centered. They 

are differ from each other , but there are some coherence in the 

compound meaning of ranks and mutual benefits. As a result , the scene 

of ethnography which is far away from "us" always concern about our 

"own"--as one of many "worlds" , including "nation" , but not equal 

to lt. 

There is a trend in anthropology which turns to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as well as reflecting on the realistic ethnography. The 

conscious reflections regard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of Geertz as 

forerunner , and mainly adopt three kinds of expression forms. The first 

is the expression of experiences in exotic culture , which have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personhood , self and emotion in diverse cultures. The 

main aim is to criticize the theory of "collective mentality" in traditional 

anthropology. Nowadays , the 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which formed 

in the research of personhood in different cultures includes three types: 

Psychodynamic ethnographies 号 Realistic Ethnographies and Modernist 

ethnographies. Modernism anthropologists spend a 10t of energy to 

construct the dialogues between the interviewee and themselves. 如lore

interestingly , some informants are also invented by the schola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thnographic writing , which ensures their places in the 

creation of ethnography. The second is revealing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cess of the world which anthropologists in and making a 

compromise in the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cription of 

traditional small local communities in ethnography and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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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d 0丑es ， that is , "defamiliarization" , to 礼1arcus

Fischer , there are two methods of defamiliarization" , one is the 

, the other the of 

of cross-cultural 

has for many times , it has received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different scholar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 and so has its 

form. Just like in the tlm巳s ， in th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 and scholars have their own 

about its features , which are described as more and 

more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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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ded. Along with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ethnography 

has changed twice. One is raising concerns about the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 object , the other is an introduction of critical 

epistemology. ethnography has successively reflected hermeneutics 

and cr让icized by postmodernism. These two shifts have made the seek of 

ontology of ethnography turned to textual research of epistemology. 

However , the situation was changed again in the late 1900s 曰

Ethnography walked out of the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and got back to 

the focus of the form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Then ethnography walked 

into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eld of cosmology and ontology with a new 

posture. Since then , ethnographic research attaches unprecedented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of exÍstence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ld.τhus ， it was summarized as "ontological turn". 

It is not to say that ethnography in all stages only has one paradigm 

since we have used ontology , epistemology and new ontology to represen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stages of ethnography.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always exist in every stage and are c10sely related. 

Take "ontological turn" as an example , it argues that we should return to 

ontology , but in fact , strictly speaking , the idea of "back to ontology" is 

a kind of claims of epistemology. However , this arguments is different 

with postmodernism , t由he lat仗te白r钮 believes t由ha川t eplβst优emolog盯y is a剖lmos剖t 

ever叮yt由hi由ng while i让t c∞oul挝d no创t g原ive up ontoiogical pu山rs队削ul让t of "、explai臼ni血ng

the world in the wor扎ld

"ontω010εyγ，刊， orν" epistemology押 is that the "ontology押 or "epistemology" 

has become an outstanding character of ethnography in that period. 

The present ethnography has gotten rid of the repeatedly self

reflection of post modernist epistemology and go back to the tradition 

tha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ethnographic "world阿 and give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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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literature which we call "ethnography" is a record 

about what we have seen and heard of people in other places and take it 

down for people who are similar to ourselves. For thousand years or 

more , in fact , the form of ethnography article is various. as well as the 

content , it is hard to classify. But from the depth of participation and 

mentality of statement of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other places , the 

evolution of ethnography can be approximately divided into three 

generations.τhe first is the spontaneous , random and amateur 

ethnographyera. Herodotus was considered as the earliest ethnographer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thnography. In the early period of civilization , 

every nation had many descriptions of alien culture , which were mostly 

342 



Global Horizons for Ethnography and Innovative . .. Sciences 

imagined.. Not only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of Chinα ， 

but also in early stage of western ethnography. The second is the 

"scientific" era of ethnography.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establish 

anthropology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ethnography. But when 

anthropologists who had received a professional training began to write 

ethnography ,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y had entered a new era 

when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ethnography was supported by the discipline 

standard. The third is the reflection era of ethnography. This era 

germinated from the reflec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process of 

anthropologists which had aimed to be scientific. Ethnographic research 

was placed in a reflective review dimension. In 1977 , the publication of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The main 

spirit in the third era was the reflective and sincere commitment. This 

knowledge group bravely admitte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ethnographic research and the ideal. Now we make more 

efforts to maintain the bottom line of "sincerity" instead of speaking too 

much "truth" as what we have aimed in previous career ideal. The 

researchers now become more frank , confess more background , and 

present more self-knowledge and self-reflection. The third era is an era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 and ethnography becomes more open at all 

aspects. 

Social science of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social science for China 

and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Obviously , these two is different. Up to 

now , social science of China is essentially a "for China" science which is 

about China , concerned about China , focus on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nature of this orientation is guarding China 

but only caring about China , stands by China , and does research in 

China. The other one is the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In Chinese 

路靠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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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ircles , besides the researcher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conduct a survey in the community which they focus on , the scholars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should also research after going to 

the place where they are talking about and making field investigation. In 

other words , only when the unique method of ethnography and 

anthropology develops into a general method for all social science will 

the Chinese social scÍences be the "for China" sciences and the "in 

China" scienc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science that has common care , 

global awareness and humanistic concern but just done in China , by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and supported by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perhaps the scholars in the system are from Thailand , 

Britain or some other countries , just like now in the USA. The 

significance of overseas ethnography to China is that China shift from 

the ethnographic object to a main body who describes the world , from 

the people in the story to a storyteller. Meanwhile , the teller Ís also in 

others' story , just as we talked about them in our text. And this should 

be a common phenomenon. China was stared by the world in one-way in 

the past timιstares at the world now and will gaze at each other and 

"smile at each other"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that is "share 

niceness , the world will be great harmony押 which is advocated by Mr. 

FEI Xiaotong. 

The methodology understanding of "look" in Chincse social science 

is superficial , 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y method 

of "look" has not been widely adopted by aeademia. It is easy to 

distinguish the ethnography method "look忡 from general soeiaì survey if 

we introduce the eonception of "gaze". "Gaze" is a refinement of look , 

and the ethnography method is a professionalization of general social 

survey. General social survey can gain a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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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ear consciousness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inevitable influence 

with it. From the scientific request of positivism , researchers should try 

to overcome the objective interference to conclusion since he realizes the 

human factor on the research , and then achieves the fin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ce. Ethnography is an academic to01 which is polished by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ist.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ethnic 

community , social science and folklore. What's more , it combines with 

other social sciences , developing into religious anthropology , political 

anthropology , legal anthropology , economic anthropology ,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As a combination , 

anthropological ethnography and fieldwork become a kind of academic 

normand has been used by multiple disciplines. Ethnography is not only a 

literary style of empirical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 , but also is a kind of 

method , t由ha时t i包s a kind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or known as "res巳arch on 

th已 intrinsic quality 

The i出nt订rodu比ction of ethnographic qualita时ti忖ve research enables them tω O 

lea缸r刀丑 t由h巳 objects from a holistic vi汩巳叭w 箩 and present the structure of objects 

in the article holistically. Ethnography is refined in researches to 

societies in the pre-industrial age (namely non-western societies , 

pri血itive society , traditional society , or simple society). But the practice 

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makes ethnography become a method or literary 

form which can investigate the western society and modern society 

effectively. 

It 's unable to ignore the immaturity of ethnography for the Chinese 

social scientific community. The west has developed the modern 

academic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modern discipline in China. Chinese 

social science does no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ethnography , however 

the western and oriental academics have published a large number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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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亦鸣译 9 曾璐雅校)



后记

《政治人类学评论》总第 2 辑现 来，完成了诸如下载论文、亲于一字

在终于要付梓印刷了。这个办刊项 一字从 PDP 文献转换成 WORD 文

目是上海师范大学于 2015 年 3 月 档、再按照刊物统 1本例编辑文稿

初才开始立项培育的 9 由于一切都 和编排参考文献等最基础的工作，

在草创之中 9可以说是百废待举、百 可谓付出了大量心血。同时9 还有

业待兴;因此一年之内要编辑出版 另外三位研究生同学(他们是陈津

两辑刊物 9我们感到时间紧迫、任务 京、陈检豪和张亦呜) ，虽然暑期里

繁重、责任重大。 不在学校 9 但他们承担了全部论文

好在总第 1 辑编辑妥善之后 9 摘要的英文翻译工作。由于本刊的

正逢暑期将至，今年的暑期长达两 "亮点"之一是每篇文章附有 2 000 

个多月，这给予我们办刊一个绝好 字左右的中英文摘要，因此，他们的

的机遇。我和二位研究生(他们是 译介工作也非常谨慎非常认真。今

于溺原、张科甲和罗君三位男生)暑 年 9 月中旬开学以来，又有一批新

期里基本上包押在学校里忙着这个 生力量参与了这项工作，其中刘树

活。二位男生不辞劳苦坚持了下 风、张灵阳和耿浩雪等三位参与了

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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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与撰稿体1ftl

《政治人类学评论)) (Political 最新的研究论文、评论、书评、学术

Anthropology Review)是由上海师 讲演、会议综述等;它不仅关注国内

范大学法政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政 外学者的最新研究动向和成果，而且

治人类学研究所主办的以苔萃政治 也密切关注我国政治学与人类学等

人类学理论研究和知识创新为主的

专业期刊 9 主旨在于为政治学与人

类学等交叉学科的学科对话与学术

融合搭建新的平台，为中国学界日

益丰富发展的学术文化增添一些新

的元素。本期刊创刊得到了长期活

跃在政治学与人类学等两个领域的

众多知名学者的热情支持乡并由徐

跨学科研究的综合知识与前沿趋势。

本期刊热忱欢迎国内外政治学

(包括公共管理学)与人类学(包括

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

领域学者的赐稿。

一、稿约

勇教授、高丙中教授担任编委会主 1.热忱欢迎国内外学者投稿。

任(以姓氏笔画为序)。本期刊主要 来稿由专家匿名评审，评审仅以学

刊登国内外政治人类学及相关领域 术价值为标准。稿件编辑严格实行



征稿与撰稿体例

"一审一读"定稿制度。 要"二字段首空四格，"摘要"之间空

2. 本刊主要刊登学术论文、研 两格、字体为宋体小四加粗。

究报告和书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 5. 各级标题:一级标题须用

告以 20 000 ~ 30 000 字为宜，书评 ‘一""一" 级标题居-司~ •••••• ______. 

飞一-、一-、 , 

一般不少于 10000 字。 中前后空一格;二级标题须用"(一)"

3. 本刊所发文章均为作者本人 "(二)川'(-y……;三级标题须用

的研究成果，不代表本刊意见。凡 "1.川2. 丹 "3." ……;四级标题须用

涉及国内外版权问题，均遵照《中华 "( 1) ,'" (2) "" (3)"…...。

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有关国际 6. 正文为宋体、小四字体，1. 5

法规执行。 倍行距;英文部分为 Times New 

Roman、小四字体。正文中引文须

二、撰稿体例 前后空一格，字体为仿宋、四号字

体，以示区分。

1.首页:中英文标题\中英文 7. 图表:应分别连续编号，并

摘要(中文 1 200 字左右)\中英文关 注明图名、表名;图号、图名置于图

键词。~4 个)\中英文作者信息\国 的正下方，表号、表名置于表的正上

家或省部级科研基金(含基金号)。 方巧|用的图表或数据须在图、表下

2. 中文标题为黑体、工号字体、 注明出处。

加粗;作者名为楷体、四号字体。 8. 数字用法:执行 GB/T1583.←

3. 作者简介:姓名(出生年一) , 1995((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 

性别，籍贯，现供职单位全称及职 凡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刻、

称、学位，研究方向。字体为宋体、 各种记数与计量等均采用阿拉伯数

小五、单倍行距，元任何标识，段前 字;夏历、清代及其以前纪年、星期

空四格。 几、数字作为语素构成的定型词、词

4. 中文摘要为仿宋、五号字体， 组、惯用语、缩略语、|临近两数字并

单倍行距;英文摘要为 Times New 列连用的概略语等用汉字数字。

Roman、五号字体，单倍行距;关键 9. 译名: (1)正文中第一次出

词不宜超过四个，以空格隔开。"摘 现重要的中译学术术语时(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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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外) ，应用括号标明外文原文; 11.注释: (1)采用页下注，全

(2) 正文(不含夹注)中的外国人名 文用①②③……每页重新编号;字

应采用中文译名(陈熟知的人有外， 体为仿宋、一小五字体、单倍行距;

一般应用括号注出原外文姓名) ; (2) 互联网上引用的文献不能作为

(3) 译名须统一，以学术界的通用译 正式参考文献列入文末参考文献栏

法为准。 中，一律作页下注处理。网络文献

10. 引用:文中凡采用他人研 的页下注格式"作者名"文献标

究成果或引述，须以"夹注+参考文 题"，引自‘主页名称， (网页地址) , 

献"的形式予以说明。 (1) 引文后以 年、月、日"。页下注字体为宋体、小

夹注注明作者名、出版年份及页码 五字体、单倍行距，编号①②③……

【例"引文内容……。" (何国强， 为顶格，以下注内容空两格。

2000: 17-20)】 ;(2) 若引文之前已 12. 参考文献:

出现作者名，格式如下例E例:何国 (1) "参考文献"为黑体、小四号

强 (2000: 50)认为"x x x ……"]; 字体、加粗。中文文献为宋体、五号

(3) 引用文集中的文献，应直接注明 字体。外文文献为 Tim四 New

该文献的作者姓名川的若引用相同 Roman、五号字体。均为1. 5 倍行距。

作者同一年份内的不同文献，应在 (2) 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分别

年份后以英文字母标出顺序【例: 排列，中文在前，外文在后，以作者

(何国强， 2012a: 52)】 ;(5) 若同一 姓氏英文字母A-Z 为序排列，中文

夹注内引用间一作者不同年份的同 译名以译名的首个字母为准。

一文献，则将较早年份至于"[ ]"之 (3) 中文文献应标明文献类型

中【例: (何国强， [2000] 2011 ) 1; (著作为 [M] ，期刊为[口，汇编为

(6) 若同一夹注内引用不同作者或 [G] ，学位论文为[D] ，报纸为[N]) ; 

者同一作者不同译名的文献，不同 外文文献中的论文用引号标明，著

作者名之间用分号隔开【例: (张谦， 作(包括文集)及期刊用斜体标明;

1998;特德. C. 卢埃林， 1998) 】。 参考文献的格式为"作者名.具体

(注意:所有文中注均为英文半 如下:出版年份.文献名称[文献类

角标点符号) 型].文献出处(卷期次) .出版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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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千台·人 e 类·学·评@论 (2015' 2) 

Political :支机听W

-
• <<政治人类学评论》的问世，自然是恰逢其时，也必将为政治人类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政治人类学作为→门学科，既非常古老，又十分年轻。说其古老，是作为一种以事

实为基础进行追根溯源研究的号兰科方法很早就为人运用;说其年轻，是作为→门完整

的学科兴起于 20 世纪 40 年代， 且活跃于当下。政治人类学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为

中国政治学界所关注，一些学者也自觉不自觉运用其方法研究问题，但总体上一直进

展不大。

·一个学科的命运总是与时代的特点相联系，中国实践正在不断产生中国经验，中国

经验也将不断丰富中国理论。要贡献出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必须根据中国实践和中

国经验，突破固有的思维模式、研究范式和话语体系，进行政治人类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政治人类学评论》因此应i运而生，也将大行其道。

-一徐勇(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
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n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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