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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 世纪以来ꎬ外交官、传教士、记者和探险家等通过田野调查撰写的中国游记ꎬ与职业人类学家的

村庄民族志一起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特别是通过研究具体村庄来认识 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的人类

学转向ꎬ昭示着以古代文明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汉学转向以现当代中国社会为主的中国研究ꎮ 现在适时对这些以

村见国的村庄民族志进行梳理ꎬ在反思其与中国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时ꎬ也探讨纾解其方法困境的思路ꎮ
〔关键词〕海外中国研究ꎻ村庄民族志ꎻ中国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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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学” ( Ｓｉｎｏｌｏｇｙ)和“中国研究”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概念在研究者身份上虽有部分重合ꎬ但
两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却大相径庭ꎬ如前

者主要利用文献资料法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和

宗教等历史问题进行研究ꎬ后者则运用田野调查

法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民族等现实问题进

行研究ꎮ 由于研究者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研究

兴趣和研究条件ꎬ再加上特定意识形态中形成的

情感体验等ꎬ造就人类学村庄民族志虽成为 ２０
世纪中国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ꎬ然而其在近现代

中国史书目中则挂一漏万ꎮ〔１〕现在适时对人类学

中国研究的百年发展史进行梳理ꎬ在反思其经验

研究与中国研究范式〔２〕之间的关系时ꎬ也探讨纾

解其方法困境的思路ꎮ

一、海外人类学中国研究〔３〕的百年发展史

(１８７７—２０１９) 〔４〕

　 　 以 １９４９ 年和 １９７８ 年这一近现代中国史的

两个关键年份作为依据ꎬ我们可以把人类学中国

研究划分为萌芽期、发展期与成熟期ꎬ在全面梳

理人类学中国研究百年发展脉络时ꎬ厘清其代表

人物与成果ꎬ为反思其民族志作必要铺垫ꎮ
(一)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萌芽期(１８７７—１９４９)
人类学中国研究的萌芽期始于传教士对山

东村庄的调查ꎬ而止于新中国成立后对海外研究

者关闭在华调查大门ꎮ 其中以 １９３０ 年代现代人

类学方法成型为界ꎬ之前是根据游览经历或者实

地收集资料为主的中国游记(调查报告)ꎬ之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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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撰写的村庄民族志ꎬ成功串连起 １９７８ 年

以后海外学者在中国大陆的再研究(Ｒｅｓｔｕｄｙ)ꎮ
１. 以游览经历或者实地收集资料为主的中

国游记(调查报告)
在 １８６０ 年以后ꎬ欧美传教士、外交官、记者

和探险家等根据在华经历撰写游记的做法十分

流行ꎬ〔５〕而本文所说的中国游记除了具备一般旅

途见闻的异国情调外ꎬ还因为撰写者熟悉相关语

言ꎬ并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各类典籍和文物ꎬ而成

为中国研究的重要参考ꎮ
１９ 世纪末期ꎬ高延(Ｊ. Ｊ. Ｍ. ｄｅ Ｇｒｏｏｔ)的«厦

门岁时记:中国人的民间信仰研究» (１８７７) 和

«中国宗教系统»(１８９２)就是根据在厦门南普寺

一带的调查ꎬ特别是收集当地秘密教派活动情况

以及官府法令而写成的ꎬ现在仍是海外从事中国

民间宗教研究的参考书ꎮ 而葛兰言(Ｍａｒｃｅｌ Ｇｒａ￣
ｎｅｔ)的«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１９１９)、«古代

中国的舞蹈与传说» ( １９２５ ) 和 «中国文明»
(１９２６)等ꎬ则是其利用了在华期间收集的中文资

料与外文资料完成的ꎮ
国际学术界把蒙学、藏学、苗学和汉学等都

视为东方学的分支ꎬ而本文则把 １９ 世纪末以少

数民族地区游览(调查)经历撰写的成果都归并

在中国研究当中ꎮ 主要包括以下成果:柔克义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Ｗ. Ｒｏｃｋｈｉｌｌ) 的 «喇嘛之国» (１８９１)、
«１８９１—１８９２:蒙藏旅行日记» (１８９４)、«西藏民

族学札记» (１８９５)ꎻ鸟居龙藏的«红头屿土俗调

查报告»(１９０２)、«苗族调查报告» (１９０５)ꎻ葛维

汉(Ｄａｖｉｄ Ｃ. Ｇｒａｈａｍ) 的 «川苗的歌曲和故事»
(１９５４)、«羌族的习俗和宗教» (１９５８)、«中国西

南的民间宗教» (１９６１)等ꎻ史禄国的«满族的社

会组织———满族氏族组织研究» (１９２４)、«通古

斯人的心理特质综合体»(１９３５)等ꎻ成为纳西学

研究典范的约瑟夫洛克( Ｊｏｓｅｐｈ Ｆ. Ｒｏｃｋ) 的

«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 (１９４７)ꎻ费子智(Ｃ. Ｐ.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的«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

究»(１９４１)、«大理 １９３６—１９３８»(２００６)ꎻ顾彼得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ｕｌｌａｒｔ)的«被遗忘的王国» (１９５５)、«彝

人首领»(１９５９)ꎻ石泰安(Ｒｏｌｆ Ａ. Ｓｔｅｉｎ)的博士论

文«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的研究»(１９５９)和 １９６２
年出版的«西藏的文明»ꎮ

２. 立足中国乡村的村庄民族志

正如萨姆柏格理(Ｓａｍｕｅｌ Ｐｏｌｌａｒｄ)的成名

作«在未知的中国:一个传教先驱在中国西部野

蛮而未知的诺索部落中的观察、体验与探险记

录»(１９２１)书名所展示的ꎬ报告是在“观察、体验

与探险”的基础上完成的ꎮ 而马林诺夫斯基通过

长期生活在特洛布里恩德群岛来了解岛民的文

化事实与活动细节的做法ꎬ“奠定了田野调查法

在现代人类学中的权威地位”ꎬ〔６〕正因为如此ꎬ对
于国外学者没法提供村庄生活细节的成果就不

能算作是人类学民族志作品ꎮ 当然ꎬ中国学者所

撰写的村庄民族志之所以备受争议ꎬ其中除了研

究者本人身为村庄中的一员(如费孝通之于开弦

弓村、杨懋春之于台头村)外ꎬ就是具有高度文明

的中国社会并非是人类学传统的研究对象ꎬ这就

涉及到村庄民族志的方法困境等问题ꎮ
１８７２ 年ꎬ明恩溥(Ａｒｔｈｕｒ Ｈ. Ｓｍｉｔｈ)在山东恩

县庞家庄(现属武城县郝王庄)建立美国公理会

第一个农村基地ꎬ他认为“乡村是认识中国的最

佳切入点和关键”ꎬ〔７〕 撰写了«中国人的气质»
(１８９４)和«中国乡村生活» (１８９９)等ꎻ任教上海

沪江大学的葛学溥(Ｄａｎｉｅｌ Ｈ. Ｋｕｌｐ)也认为在幅

员辽阔的中国ꎬ可以“选择某些群体、村落和地区

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发现中国社会的功能、社
会发展的过程和未来的趋势”ꎬ〔８〕 他根据对广东

凤凰村(广东归湖镇溪口村)的调查ꎬ写作«华南

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

究»(１９２５)ꎻ以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身份来华

的西德尼甘博(Ｓｉｄｎｅｙ Ｄ. Ｇａｍｂｌｅ)根据对华北

农村的调查ꎬ撰写了«定县: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

社会»(１９５４)、«１９３３ 年以前华北乡村的社会、政
治与经济活动» (１９６３)、«定县秧歌选» (１９７０)
等ꎻ莫顿弗莱德(Ｍｏｒｔｏｎ Ｈ. Ｆｒｉｅｄ)的«中国社会

的结构:一个中国县城的社会生活»(１９５３)主要

考察了土地改革前安徽滁县地主与佃户的关系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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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尼利尔斯奥斯古德(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Ｏｓｇｏｏｄ)的«旧
中国的乡村生活———云南高峣村研究»(１９６３)描
写了其 １９３８ 年在云南昆明高峣村的观感与体会ꎮ

除了以上这些冠之以村庄研究的成果外ꎬ这
一阶段能被称为村庄民族志的作品主要是由中

国学者完成的ꎬ他们留学欧美受到专业训练ꎬ选
择了具体村庄从事调查ꎬ而且全部外译的成果成

为海外中国学者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文

献ꎮ 具体包括如下成果: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族

研究»(１９３５)和«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

研究»(１９４４ 和 １９４８)ꎻ费孝通的«花篮瑶社会组

织» ( １９３６ )、 «江村经济: 中国农民的生活»
(１９３９)和«被土地束缚的中国:云南乡村经济研

究»(１９４５)ꎻ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

头»(１９４５)和«共产党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村

庄»(１９５９)ꎻ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 (１９４６)ꎻ
以及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

社会流动»(１９４７)等ꎮ
(二)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发展期(１９４９—１９７８)
从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

的 ３０ 年是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成熟期ꎬ依托一个

具体村庄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田野调查已成为

写作人类学民族志的基本前提ꎬ１９５１ 年我国高

校经过院系调整ꎬ人类学系停办后人类学民族志

也就名实俱亡ꎮ 在这一时期的成果主要包括少

数留在大陆的外籍人士亲历中国革命与政治运

动的文字记载ꎬ以及那些不能进入中国大陆的学

者以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作为替代田野

点ꎬ书写的包括家庭婚姻、经济交换、民间信仰与

社会交往等内容的村庄民族志ꎮ
１. 大陆农村政治运动亲历者的红色中国报告

除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Ａｎｎａ Ｌｏｕｉｓｅ
Ｓｔｒｏｎｇ)的«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１９２８)和«中国

人征服了中国» (１９４９)、埃德加斯诺 ( 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的«红星照耀中国»(１９３７)、白修德(Ｔｈｅｏ￣
ｄｏｒｅ Ｈ. Ｗｈｉｔｅ)的«中国的惊雷»(１９４６)和白德恩

(Ｊａｃｋ Ｂｅｌｄｅｎ)的«中国震撼世界»(１９４９)等少数

有关红色中国的报告外ꎬ还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

访问中国农村的外籍人士所留下的文字记载ꎬ它
们都成为海外中国研究了解红色中国的重要资

料ꎬ从而“通过小村庄里村民的生活ꎬ让美国人第

一次用中国人的眼光看社会主义中国ꎬ而不是

ＣＩＡ 报告中的中国”ꎮ〔９〕

当然ꎬ这些基于中国村庄革命斗争和政治运

动研究的成果其实屈指可数ꎬ有代表性的如加拿

大国际观察员伊莎贝尔柯鲁克和大卫柯鲁

克(Ｉｓａｂｅｌ Ｃｒｏｏｋ ＆ Ｄａｖｉｄ Ｃｒｏｏｋ)夫妇基于对河北

省武安县十里店村的调查而撰写的«十里店:一
个中国村庄的革命» (１９５９)、«阳邑公社的头几

年»(１９６６)、«十里店(二):一个中国村庄的群众

运动»(１９７９)ꎻ美国记者韩丁(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ｎｔｏｎ)根
据山西省张庄土地改革而撰写的«翻身:中国一

个村庄的革命纪实»(１９６６)ꎻ悉尼大学人类学系

葛迪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 Ｇｅｄｄｅｓ)的«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农民生活:对开弦弓村的再调查» (１９６３)ꎻ
以及瑞典作家兼记者简米尔达尔(Ｊａｎ Ｍｙｒｄａｌ)
的«来自一个中国农村的报告»(１９６５)等ꎮ

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敏感

期ꎬ因此这批成果的调查时间普遍不足ꎬ如最长

的十里店调查为 ６ 个月ꎬ最短的开弦弓村调查只

有 ４ 天ꎬ但是这些描写中国革命斗争和政治运动

的作品在人类学中国研究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ꎮ
如韩丁在整理张庄土地改革运动 １０００ 多页调查

笔记基础上写成的«翻身»ꎬ先后被翻译成法文、
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日文、中文和孟加拉

文等 １０ 余种文字出版ꎮ
２. 作为剩余中国(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Ｃｈｉｎａ)象征的港

台村庄民族志

１９５０ 年代ꎬ施坚雅(Ｇｅｏｒｇｅ Ｗ. Ｓｋｉｎｎｅｒ)与弗

里德曼(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组织实施的伦敦 － 康

奈尔项目(Ｌｏｎｄｏｎ －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把港台视为

“非华人学者唯一能够进入的华人社会”ꎬ〔１０〕 也

就是说ꎬ即使大陆对海外研究者关闭了调查大

门ꎬ然而中国依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ꎬ把港

台视为剩余中国的象征以此走上学术之路的大

有人在ꎬ如(前往)“台湾从事汉人社会研究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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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不下四五十位”ꎮ〔１１〕 除了葡萄牙、英国和日本

等国在上述地区留下的官方资料外ꎬ日据时代的

冈田谦和富田芳郎等人关于台湾宗教信仰、方言

族群和婚姻家庭等内容的研究也不断激发后续

研究者的延伸与对话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这些港台村庄民族志主要有

如下成果:增田福太郎的«未开化社会中习惯法

的建立»(１９５７)ꎻ弗里德曼的«新加坡华人的家

庭与婚姻» (１９５７)、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１９５８ )、 « 中 国 宗 族 和 社 会: 福 建 与 广 东 »
(１９６６)ꎻ葛伯纳 (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Ｇａｌｌｉｎ) 的 «台湾新兴

村:一个变迁当中的中国村庄» (１９６６)ꎻ波特

(Ｊａｃｋ Ｍ. Ｐｏｔｔｅｒ)的«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一个

香港村庄的社会经济变迁» (１９６８ )ꎻ裴达礼

(Ｈｕｇｈ Ｄ. Ｒ. Ｂａｋｅｒ)的«一个中国宗族村庄:上
水»(１９６８)ꎻ芦蕙馨(Ｍａｒｇｅｒｙ Ｗｏｌｆ)的«林家:中
国农民家庭研究» (１９６８)、«台湾农村中的妇女

与家庭»(１９７２)ꎻ戴瑙玛(Ｎｏｒｍａ Ｄｉａｍｏｎｄ)的«昆
生:一个台湾渔村»(１９６９)ꎻ焦大卫(Ｄａｖｉｄ Ｋ. Ｊｏｒ￣
ｄａｎ)的«神鬼祖先:一个台湾乡村的民间信

仰»(１９７２)ꎻ帕伯特(Ｂｕｒｔｏｎ Ｐａｓｔｅｒｍａｋ)的«两个

中国村庄中的亲属与社区»(１９７２)ꎻ劳伦斯克

瑞斯曼(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Ｗ. Ｃｒｉｓｓｍａｎ)的«台湾西南彰

化平原的乡镇:中心市场理论和中国人的市场体

系»(１９７３)ꎻ芮马丁(Ｅｍｉｌｙ Ｍ. Ａｈｅｒｎ)的«一个中

国村庄中的丧葬礼仪» (１９７３)、«人类学中的台

湾社会»(１９８１)ꎻ华琛(Ｊａｍｅｓ Ｌ. Ｗａｔｓｏｎ)的«移民

与中国宗族:香港与伦敦的男性» (１９７５)ꎻ孔迈

隆(Ｍｙｒｏｎ Ｌ. Ｃｏｈｅｎ)的«合家与分家:台湾美农镇

的中国家庭»(１９７６)ꎻ武雅士(Ａｒｔｈｕｒ Ｐ. Ｗｏｌｆ)与
人合著的«中国的婚姻与收养制度 １８４５—１９４５»
(１９８０)ꎻ柏桦(Ｃ. Ｆｒｅｄ Ｂｌａｋｅ)的«一个中国集镇

的族群与社会变迁» (１９８１)ꎻ郝瑞( Ｓｔｅｖｅｎ Ｈａｒ￣
ｒｅｌｌ)的«犁头村:台湾的文化环境»(１９８２)ꎻ末成

道男的«台湾阿美族的社会组织与变化:从上门

女婿到娶媳妇» (１９８３)ꎻ科大卫(Ｄａｖｉｄ Ｗ. Ｆａｕ￣
ｒｅ)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香港东部新界的宗族

与村落»(１９８６)ꎻ以及桑高仁(Ｐａｕｌ Ｓ. Ｓａｎｇｒｅｎ)的

«一个中国社区的历史与魔力»(１９８７)等ꎮ
在 １９６０ 年代ꎬ立足香港作中国大陆研究的

也不乏其人ꎬ这取决于两个先决条件ꎬ一是 １９６３
年香港成立大学服务中心ꎬ即 １９８８ 年落户香港

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能提供涉及大陆

农村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大跃进”、社会主

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等内容的报刊查询服

务ꎻ二是能在香港找到大陆农村政治运动的亲历

者并且愿意提供自身的经历和想法ꎬ如陈村研究

的基础就是“通过 ２６ 人 ２２３ 次访谈收集到四清

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材料”ꎮ〔１２〕依据文献与访

谈资料撰写的成果主要包括:帕里什(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
Ｐａｒｉｓｈ)和怀特(Ｍａｒｔｉｎ Ｋ. Ｗｈｙｔｅ)的«当代中国的

农村和家庭»(１９７８)ꎻ陈佩华(Ａｎｉｔａ Ｃｈａｎ)、赵文

词(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ｄｓｅｎ)和乔纳森安戈(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Ｕｎｇｅｒ)的«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

的近代历史» (１９８４)ꎻ以及赵文词的«一个中国

村庄的道德和权力»(１９８４)ꎮ
(三)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成熟期(１９７８—２０１９)
随着视中国为头号敌国的冷战思维开始消

弥ꎬ再加上 １９７８ 年中国大陆逐渐对海外学者开

放田野调查ꎬ回归学术的人类学中国研究终于迎

来了自己的成熟期ꎬ一方面表现在海外学者对中

国大陆经典田野点的再研究ꎻ另一方面表现在中

国研究者基于性别和族群敏感性ꎬ撰写出内容丰

富与视角多样的人类学民族志ꎮ
１. 对中国大陆著名田野点的再研究

１９８１ 年ꎬ费孝通因«江村经济»获得英国皇

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ꎬ他在颁奖大会上

发表“三访江村”演讲ꎬ既是感谢国际人类学会

对中国人类学成果的认可ꎬ也是中国将对海外研

究者重新开放田野点的重要信号ꎮ
作为人类学重要方法之一的再研究既可以

是研究者对自己田野点的研究ꎬ如林德夫妇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ｙｎｄ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 Ｌｙｎｄ)之于中镇(Ｍｉｄｄｌｅ￣
ｔｏｗｎ)(１８９０—１９２５)ꎻ也可以是对前人田野点的研

究ꎬ如德里克弗里曼(Ｄｅｒｅｋ Ｆｒｅｅｍａｎ)对于玛格

丽特米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 Ｍｅａｄ)萨摩亚岛(Ｓａｍｏａ)的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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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研究ꎮ 费孝通、林耀华和杨懋春等人也曾

多次访问过自己的田野点ꎬ如费孝通在长达 ６０
年的时间里曾经 ２７ 次到访江村ꎻ而“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朝鲜、
新西兰、冰岛和澳大利亚等国学者访问江村超过

１００ 批次”ꎬ〔１３〕 调查内容涉及家庭生活、人口结

构、民间信仰、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等ꎮ 此

外ꎬ宝森(Ｌａｕｒｅｌ Ｂｏｓｓｅｎ)对禄村、戴瑙玛对台头

村也进行过再研究ꎬ以此来把握我国乡村发展的

整体轮廓ꎬ揭示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规律ꎮ
１９８９ 年ꎬ陈佩华等人第一次踏上陈村的土

地了解改革开放以后陈村发生的巨大变化ꎬ写作

了«陈村» 的姊妹篇 «陈村:全球化中的变革»
(１９９２)一书ꎬ现在“陈村”系列已成为海外研究

１９４９ 年以后我国华南农村社会变迁的重要成

果ꎮ 此外ꎬ１９４０ 年ꎬ伊莎贝尔克鲁克曾经在重

庆璧山大兴镇对 １５００ 余户居民的经济生活状态

进行过调查ꎬ从 １９８１ 年起ꎬ她又 ５ 次重访大兴

镇ꎬ直到 ２０１３ 年出版«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

民生活调查(１９４０—１９４２)»ꎮ
２. 拓展中国研究的相关内容与视角

自 １９８０ 年代开始ꎬ海外学者在中国大陆从

事田野调查的条件大为改善ꎬ从而不断拓展中国

研究的研究内容与视角ꎮ 首先ꎬ年轻学者在高校

做访问学者ꎬ如石汉(Ｈａｎｓ Ｓｔｅｉｎｍüｌｌｅｒ)之于清华

大学、朱爱岚(Ｅｌｌｅｎ Ｒ. Ｊｕｄｄ)之于中山大学ꎻ或者

以特聘方式任教于国内高校ꎬ如柏桦之于中央民

族大学、马克林(Ｃｏｌｉｎ Ｍａｃｋｅｒｒａｓ)之于中国人民

大学、王富文(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Ｔａｐｐ)之于华东师范大学

和魏乐博(Ｒｏｂｅｒｔ Ｐ. Ｗｅｌｌｅｒ)之于中山大学等ꎻ其
次ꎬ调查时间相对充裕ꎬ如«中国乡村ꎬ社会主义

国家»一书在历经 ９ 年 １８ 次的时长数千小时的

访谈基础上完成ꎬ葛希芝(Ｈｉｌｌ Ｇａｔｅｓ)等人所作

的缠足研究访谈了陕西农村 １８００ 多名缠足妇

女ꎻ最后ꎬ研究水准提升且上乘之作不断涌现ꎬ如
«文化、权力与国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

村发展»«中国乡村ꎬ社会主义国家»和«私人生

活的变革»就先后斩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ꎮ

在 １９７９ 年以后ꎬ政治学家裴宜理ꎬ历史学家

黄宗智、孔飞力和科大卫ꎬ社会学家戴慧思(Ｄｅｂ￣
ｏｒａｈ Ｄａｖｉｓ)和经济学家安东尼赛奇(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ａｉｃｈ)等人进入中国大陆ꎬ通过具体村庄来了解

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已成为中国研究的主

要方法ꎮ 这一阶段的成果有萧凤霞(Ｈｅｌｅｎ Ｆ.
Ｓｉｕ)研究广东新会环城公社的«华南的代理人与

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 (１９８９)ꎻ黄树民聚焦

福建厦门林村的«盘旋之路:一位村党支部书记

眼中的中国农村变迁»(１９８９)ꎻ波特夫妇关于广

东东莞茶山镇的 «中国农民:革命的人类学»
(１９９０ )ꎻ 弗 里 曼 ( Ｅｄｗａｒ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 毕 克 伟

(Ｐａｕｌ Ｇ. 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ｚ)和赛尔登选点河北饶阳五公

村的«中国乡村ꎬ社会主义国家»(１９９１)ꎻ阎云祥

研究黑龙江双城下岬村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

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 (１９９６)、«私
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

亲密关系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 (２００３)ꎻ任珂安(Ａｎｄｒｅｗ
Ｂ. Ｋｉｐｎｉｓ)以山东邹平陈家村为调查点的«制造

关系:中国北方农村中的情感、自我与亚文化»
(１９９７)ꎻ安东尼赛奇等人选择以广东东莞一个

村庄的变迁来研究中国全球化的«中国村庄ꎬ全
球市场:新集体与农村发展» (２０１２)等ꎬ内容涉

及大陆基层社会的运转机制、婚姻家庭与计划生

育、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招商引资等ꎮ 此

外ꎬ海外中国学者对于原有宗教主题不断拓展出

对墓碑、烧钱和慈善等新内容的研究ꎬ如王斯福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Ｆｅｕｃｈｔｗａｎｇ)的«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

宗教»(２００１)ꎻ柏桦的«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

的物质精神»(２０１１)以及魏乐博的«江南地区的

宗教与公共生活»(２０１５)、«宗教与慈善:中国社

会生活中善良品格»(２０１７)等ꎮ
除了拓展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常规内容外ꎬ海

外中国研究者还从性别和族群视角来聚焦全新

的主题ꎮ 如从性别视角出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自梳女、缠足和性别制度等方面ꎬ其中ꎬ对自梳女

的研究主要包括马乔里托普利(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Ｔｏｐｌｅｙ)
的«广东农村的婚姻排斥:中国社会中的妇女»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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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詹尼斯斯托卡德( Ｊａｎｉｃｅ Ｅ. Ｓｔｏｃｋａｒｄ)
的«珠江三角洲的女儿:中国南方的婚姻模式与经

济策略 １８６０—１９３０»(１９８９)和萧凤霞的«妇女何

在? ———抗婚和华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１９９６)
等ꎻ对缠足的研究包括桑德拉亚当斯( Ｓａｎｄｒａ
Ｍ. Ａｄａｍｓ)的«１９ 世纪英语世界解读的缠足现

象»(１９９３)、柏桦的«中国理学下的缠足与对女

性劳动的占用和剥削» (１９９４)以及宝森与葛希

芝合著的«缠足的双脚ꎬ年轻的双手:中国乡村缠

足的消亡» (２０１７)ꎻ而宝森的«中国妇女与农村

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的变迁»(２００２)和朱爱岚

的«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２００８)则
关注中国农村的社会性别制度变迁过程ꎮ

从族群视角关注的内容多集中在身份认同、
民族识别以及主体性等方面ꎮ １９８０ 年代ꎬ郝瑞

和王富文等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地区ꎬ从
而带动海外中国研究从汉民族转向非汉民族研

究ꎮ 成果主要包括戴瑙玛的«给苗蒙下定义:明、
清和当代视角»(１９９７)、杜磊(Ｄｒｕ Ｃ. Ｇｌａｄｎｅｙ)的
«中国的族群认同:一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制

造» ( １９９８ )、 郝 瑞 的 « 西 南 中 国 的 族 群 性 »
(２０００)、埃里克缪格勒(Ｅｒｉｋ Ｍｕｅｇｇｌｅｒ)的«野
鬼的年代: 中国西南 的 记 忆、 暴 力 和 空 间 »
(２００１)、路易莎沙因(Ｌｏｕｉｓａ Ｓｃｈｅｉｎ)的«少数

民族法则:苗族与中国文化政策的女性主义»
(２０００)、李瑞福(Ｒａｌｐｈ Ａ. Ｌｉｔｚｉｎｇｅｒ)的«另类中

国:瑶族及其民族归属政治» (２０００)、海伦瑞

丝(Ｈｅｌｅｎ Ｒｅｅｓ)的«历史的回音:现代中国的纳

西音乐»(２０００)、王富文的«中国的“蒙”:情境、
能动性与想像性» (２００１)、墨磊宁 (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Ｍｕｌｌａｎｅｙ)的«立国之道:现代中国的民族识别»
(２０１０)以及石汉的«共谋共同体:中国农村的日

常伦理»(２０１３)等ꎮ

二、人类学中国研究与中国研究范式

之间的关系厘清

　 　 自 １９５５ 年以来ꎬ哈佛学派在“冲击 － 反应”
“传统 －现代”“中国中心观”和“后现代无中心”

等基础上形成了“西方中心” “中国中心”和“全
球化无中心”等中国研究范式ꎮ 作为中国研究重

要组成部分的人类学村庄民族志描述的是地方

性知识而非抽象理论ꎬ而我们确有必要厘清这种

经验研究与中国研究范式之间的复杂关系ꎮ〔１４〕

除了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外ꎬ人类学中国研究也

为中国研究范式提供了民族志材料ꎻ而强调中国

大一统社会的内部差异ꎬ多民族国家内部非汉民

族存在等中国研究范式也形塑着人类学中国研

究的村庄民族志ꎮ
(一)“西方中心”范式及为其提供佐证材料

的村庄民族志

“西方中心”研究范式至少包括“冲击 － 反

应”模式( Ｉｍｐａｃｔ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ｏｄｅｌ)、“传统 － 现

代”模式(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Ｍｏｄｅｌ)和“帝国主

义”模式(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Ｍｏｄｅｌ)ꎬ其共同点都是把西

方的入侵作为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唯一因

素ꎬ而“这三种模式以不同的方式使我们对 １９ 和 ２０
世纪的中国产生了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曲解”ꎮ〔１５〕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１９４８ 年初版ꎬ此后

数度再版)、«中国对西方的反应:１８３９—１９２３»
(１９５４)、«中国:传统与变革» (１９７８)等书中ꎬ根
据 １８４０ 年以后中国遭遇帝国主义蚕食鲸吞提出

了“冲击 － 反应”模式ꎬ即从«南京条约»到巴黎

和会ꎬ“在充满‘不平等条约’的整整一个世纪

中ꎬ中国这一古老社会和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
不断扩张的西欧与美国接触日益频繁ꎬ这种接触

对古老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灾难沉重的影响ꎬ在社

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
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对古老的秩序进行挑战ꎬ
展开进攻ꎬ削弱它的基础ꎬ乃至将它征服ꎮ” 〔１６〕 在

费正清看来ꎬ近代中国社会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来

摆脱困境ꎬ必须要由强大的西方来推动才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ꎬ即“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质

是各种新兴力量和传统的习惯及思想模式之间

的相互作用ꎬ而新兴力量不少又源自西方”ꎮ〔１７〕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

了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传统 － 现代”模式ꎮ 他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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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尽管中国曾有过重要的科学成就ꎬ但儒家文

人整体上对科学缺乏热情ꎬ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

传统中至多只有科学的火花ꎬ缺乏那种汇入世界

潮流的ꎬ不断积累起来的科学传统”ꎻ〔１８〕 于是儒

教从普世性价值变为历史研究的材料乃至博物

馆的陈列物ꎬ导致了反映中国思想变革结果的共

产主义变体的产生ꎬ而“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对

中国早期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冲击”已经产生ꎮ〔１９〕

也就是说ꎬ在海外中国学者看来ꎬ中国历史在西

方入侵前已停滞不前ꎬ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

复或产生些微小变化ꎬ只有经历西方社会的猛然

一击后ꎬ才能沿着西方走过的道路走入近代社会ꎮ
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

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ꎬ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崩溃、
民族灾难以及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ꎮ 迈克尔
巴拉特 －布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ｈａｒａｔ Ｂｒｏｗｎ)在«帝国主

义之后»(１９７０)一书中说:“帝国主义无疑仍然

是经济、政治与军事关系中最强大的力量ꎬ在这

些关系中ꎬ经济不发达国家从属于经济发达的国

家ꎮ” 〔２０〕这种认为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有历史

意义的变化都是在西方刺激下所引起的观点ꎬ本
身忽视了中国内部的因素ꎬ导致了不能从中国内

部来探索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原因与过程ꎮ
在“西方中心”范式中ꎬ影响最大的是成型

于 １９４０ 年代晚期并不断得到完善的“冲击 － 反

应”模式ꎬ它虽然主要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献

档案ꎬ但是也得到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民族志材料

支持ꎮ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ꎬ“费孝通的微型社会

学做得非常好ꎬ如果没有了他的书ꎬ我们对于中

国社会的知识将大大贫乏”ꎮ〔２１〕«江村经济»描述

了开弦弓村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面临解体并被

裹挟进入世界市场的现象ꎮ 如 １９３４ 年ꎬ日本向

美国大量倾销蚕丝ꎬ同年中国蚕丝出口量与

１９３０ 年相比下降了 ８０％ꎬ“国内蚕丝市场随着(外
部)市场的缩小ꎬ带来了农村地区传统家庭蚕丝

手工业的破产”ꎬ〔２２〕 从而间接佐证了“冲击 － 反

应”模式的合理性ꎬ因为“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

(了)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ꎬ即传统文化

在现代西方影响下的变迁”ꎮ〔２３〕

(二)“中国中心”范式难以在中国田野中得

到有效检验

詹姆斯佩克(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ｃｋ) 认为ꎬ西方的

“近代化理论并不只是一种根据不足然而无害的

理论构架ꎬ而是美国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用来为

美国战后在亚洲的政治、军事、经济干涉进行辩

解的意识形态构架”ꎮ〔２４〕而孔飞力、魏斐德、裴宜

理、周锡瑞等人的研究业已证明ꎬ“中国本土社会

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ꎬ只接受转变乾坤的

西方的冲击ꎬ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ꎬ具有自

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ꎬ〔２５〕 从而

对以西方为中心的中国研究范式提出强烈批评ꎮ
１９８４ 年ꎬ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

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全面阐述了以中国为

中心的研究范式ꎬ他说:“我使用‘中国中心’一

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ꎬ把
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

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

史重要性的准绳ꎬ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

中发生的事件ꎮ” 〔２６〕具体而言ꎬ就是“从中国而不

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ꎬ并尽量采取内部

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

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ꎻ把中

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ꎬ以展

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ꎻ把中国社会再按

‘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ꎬ推动较下层社会

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ꎻ热情欢

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ꎬ但也不

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ꎬ并力

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ꎮ〔２７〕 也就是说ꎬ
柯文是在对西方中心论的严厉批判中建立起自

己以中国为中心的全新研究范式的ꎮ
具体而言ꎬ人类学中国研究如何理解这种

“中国中心”范式呢? 它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

“主位研究”(Ｅ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他在评价«江村经

济»时说:“作者(费孝通)并不是一个外来人ꎬ在
异国的土地上猎奇写作的ꎻ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

—４０２—

　 ２０２２. ５学界观察



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ꎻ〔２８〕 或者

如吉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所说的是“文化持有者

内部的眼界”ꎮ〔２９〕我们知道海外中国研究者进入

的无论是汉或者非汉民族的村庄ꎬ其实都很难做

到真正的参与观察ꎬ再加上人类学的异文化研究

本身就是一个他者化的过程ꎮ
当然ꎬ在“关注平民史、日常生活史和当地人

的想法” 〔３０〕的人类学中国研究成熟期要检验是

否以中国为中心则相对容易ꎬ比如足够充分的调

查时间以及得当的访谈法能够接近观察对象ꎬ了
解他(她)们的想法并接纳其对自己行为的解

释ꎮ 以缠足为例ꎬ柏桦等人的研究将缠足原因从

满足男子的官能感受和性兴趣转入到男性对女

性劳动力的占用和剥削方面ꎻ宝森说: “在我

１９９６ 年访问过的一个村庄里ꎬ我发现该村仅存

的手织品ꎬ竟是老年妇女们用来绑小脚的薄长裹

脚棉布”ꎻ〔３１〕 在她与葛希芝对陕西 １８００ 多位缠

足女性进行访谈后也确定经济目的才是缠足产

生的主要原因ꎮ 阎云翔基于自己在下岬村 ７ 年

的务农经历和 ８ 年当中多次访问该村的调查经

历ꎬ才能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揭示不同

年代男女情感表达方式和因老人赡养起纷争的

家庭纠纷过程ꎬ最终展示了中国村庄当中村民私

人生活出现的巨大变迁ꎮ
(三)“后现代无中心”范式引导人类学中国

研究走向新变革

随着海登怀特(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 «元史学:
１９ 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１９７３)一书的出版ꎬ后
现代多元无中心模式已初露端倪ꎬ即否定西方史

学的宏大叙事、关注生活在村庄的人群和非汉民

族的存在、拓宽非官方史料文献的资料来源、注重

对文本意义的阐释等ꎬ从而引发人类学中国研究

有关对象与方法的重大变革ꎮ 柯文、杜赞奇和史

景迁等人均有相关著述问世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是何伟亚(Ｊａｍｅｓ Ｌ. Ｈｅｖｉａ)的«怀柔远人:马嘎尔

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１９９６)ꎬ即对马嘎尔尼使

华事件的重新审视与最新档案材料的完美结合ꎮ
其实作为“冲击 － 反应”模式创始人的费正

清自己后期的成果也已显示受到“后现代无中

心”范式的影响ꎮ １９９１ 年ꎬ费正清在其引用 ６２７
位学者 ９３０ 部作品完成的«中国新史»一书中ꎬ明
确提出“如果我们要理解中国ꎬ第一件必须做的

事是避免用欧洲的尺度来判断”ꎮ〔３２〕 当然ꎬ所谓

«中国新史»的“新”既没有表现为以西方为中

心ꎬ也不是以中国为中心ꎬ而是费正清最终形成

了中国研究的“后现代无中心”范式ꎮ 虽然从逻

辑上看ꎬ西方中心模式和后现代无中心模式是不

相一致甚至是对立的ꎬ但是这并不有悖后现代理

论中的增生原则(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ꎮ
正如费耶阿本德( Ｐａｕｌ Ｋ. 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 所说的ꎬ
“发明和阐发出一些同已被人们接受的观点不相

一致的理论ꎬ即使前者碰巧是得到高度确认和为

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ꎬ任何采纳这一原则的方

法论都是多元主义的方法论ꎮ” 〔３３〕从这个意义上

说ꎬ费正清的«中国新史»本身就契合这种多元

解释特质ꎬ从这一层面上说ꎬ费正清既是“西方中

心”范式的始作俑者ꎬ也是其终结者ꎮ 就如同列

文森在其早期著作中也说:“研究中国历史应该

不仅仅是因为其异国情调ꎬ或者对西方战略的重

要性ꎮ 研究它是因为我们试图用来理解西方的

那个话语世界ꎬ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国ꎬ而不必强

求二者有相同的模式ꎮ 如果我们能这样去理解

中国和西方ꎬ也许我们就能有助于造就这样一个

共同的世界ꎮ” 〔３４〕

孔飞力的«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

史»(２００８)本身也超越了“西方中心”和“中国中

心”范式ꎬ将中国国内移民和跨国跨境移民作为

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进行剖析ꎬ充分展现了全球

化时代中国人口的流动与迁移ꎮ 其实人类学中

国研究者也很快意识到即使是普通村民也不是

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村庄当中ꎬ而是与外界保持

诸多交流ꎬ特别是对于跨国(境)居住族群更是

如此ꎬ现已有多人运用多点民族志法(Ｍｕｌｔｉ － ｓｉ￣
ｔｅｄ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撰写了经典民族志作

品ꎬ如劳格文( Ｊｏｈｎ Ｌａｇｅｒｗｅｙ)的«中国社会和历

史中的道教仪式» (１９８７)、«中国:一个宗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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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２０１０)ꎻ王富文的«主权与叛乱:泰国北部的

白苗»(１９８９)、«西南中国的部落民»(２０００)、«中
国的“蒙”:情境、能动性与想像性»(２００１)ꎻ路易

莎沙因的 «少数民族准则» (２０００)ꎻ欧爱玲

(Ｅｌｌｅｎ Ｏｘｆｅｌｄ)的«血汗与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

区的家庭与企业» (１９９３)和«饮水思源:一个中

国乡村的道德话语»(２０１０)等ꎮ

三、人类学村庄民族志的现实意义及其解困之路

自 １９３９ 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问世以来ꎬ
在饱受赞誉的同时ꎬ也夹杂着批评之声ꎬ其实这

是海外中国研究者对人类学村庄民族志方法的

现实意义与存在不足的讨论ꎮ 我们知道村庄作

为中国社会的可观察单位ꎬ也是人类学民族志的

研究单元ꎬ但是无数村庄的叠加并不能堆积出一

个完整的中国ꎬ而注重田野调查的民族志方法对

于研究像中国这样的大型文明社会来说是不充

分的ꎬ需要考虑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结合ꎬ从
而拓宽中国研究的视野ꎮ 当然ꎬ人类学中国研究

运用史料分析与区位地理相结合等方法已经作

出回应ꎬ以此来纾解村庄民族志的方法困境ꎮ
(一)人类学村庄民族志的现实意义

在研究野蛮社会或者简单社会中成熟起来

的现代人类学方法ꎬ在 １９３０ 年代被中国人类学

家用来研究中国社会ꎬ这是因为当时大多数中国

人都居住在村庄ꎬ于是村庄就成为其基本研究单

位ꎬ那么通过研究村庄就能认识中国社会吗? 马

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中的村庄就是中国

社会的缩影ꎬ他说:“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和生

活ꎬ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整个中国的缩

影ꎮ” 〔３５〕当然ꎬ埃德蒙德利奇(Ｅｄｍｕｎｄ Ｌｅａｃｈ)
对此并不认可ꎬ他说:“这种研究没有或者不应自

称代表任何意义上的典型ꎬ它们也不是为了阐明

某种一般的论点和预设的ꎬ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

本身ꎮ” 〔３６〕弗里德曼和施坚雅也曾发表过类似看

法ꎮ 如果村庄民族志不能起到反映中国社会的

缩影作用ꎬ那么ꎬ作为经验研究的人类学民族志

有何现实意义呢?

１. 人类学民族志聚焦小范围的人类活动

与其他社会学科不同的是ꎬ人类学民族志本

身是一种聚焦小范围人类活动的研究ꎬ如果村庄

研究能够提供符合田野工作规范与描述方法达

标成果的话就算是成功的研究ꎬ其核心是基于一

个单一的小范围内人类活动的观察、记录与分

析ꎮ 既然海外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的兴趣居高不

下ꎬ那些细致入微且内容翔实的关于中国的地方

性知识就十分受欢迎ꎮ 如 １９４５ 年杨懋春的«一
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初版出版ꎬ截至 １９６６ 年

已再版到了第 ７ 版ꎬ其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农业

技术、劳作周期、季节性农作物以及农户的食物

结构等内容ꎮ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年ꎬ武雅士夫妇造访台湾的下

溪洲ꎬ通过系统观察和访谈 ３ ~ １１ 岁在村头、河
边和树下玩耍的儿童ꎬ再加上观察母亲的育儿方

式并与之进行交谈ꎬ形成了一份长达 ２０００ 多页

的有关儿童日常生活与互动关系的精细记录ꎬ
２０１５ 年因武雅士的离世书稿“中国儿童和他们

的妈妈”就此搁下尚未最后整理ꎮ 而在 １９９０ 年

代ꎬ海外中国研究者想对下溪洲儿童进行再研究

时ꎬ发现当地儿童已全部住进了公寓ꎬ在城市化

进程中研究对象已然消失殆尽了ꎮ 其实民族志

对下溪洲儿童研究的意义就在于“６０ 年前ꎬ一个

台湾汉人村庄中ꎬ小孩子的成长世界究竟是怎么

样一回事? 对儿童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ꎬ对我们

理解儿童发展ꎬ理解中国社会ꎬ理解人类共性和

文化特性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理论贡献?” 〔３７〕

２. 村庄民族志有助于完善中国研究的理论

范式

“中国研究范式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是根据

西方的情况发展起来的ꎬ其假定这些概念和理论

同样适用于中国研究ꎬ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

中国田野经验击破它们ꎬ因此人类学民族志在知

识生产过程中还需要考虑中国的情况才有助于

完善中国研究范式ꎮ” 〔３８〕

英国人类学家根据非洲田野经验提出无政

府(无国家)社会中的裂变宗族概念ꎬ而弗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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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则发现在中国东南地区存在着宗族和村落明

显重叠的现象ꎬ即同一个姓氏的村民聚集在一个

村落ꎬ他们声称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ꎬ通过宗族

祭祀和宗族谱系来确定不同宗族间的边界等ꎮ
弗里德曼根据广东和福建在中国的位置来寻找

当地宗族组织发达的原因ꎬ提出宗族发达的边陲

社会论和非对称宗族分支结构等理论ꎮ 随后ꎬ裴
达礼、王斯福、芮马丁、帕伯特和庄英章等人在台

湾的田野调查则发现台湾村庄以杂姓村居多ꎬ宗
族组织并不发达ꎬ与中国东南地区的边陲性也没

有关系ꎻ当地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并没有促进宗

族发展ꎬ反而形成了非宗族组织ꎻ在台湾开发初

期出现的“唐山祖”是一种基于地缘而非血缘的

超宗族组织ꎬ这些经验研究是对中国宗族组织的

统一性与差异性的思考ꎬ进一步完善了弗里德曼

的中国宗族理论ꎬ或者说有利于完善以中国为中

心的研究范式ꎮ
(二)纾解人类学村庄民族志的方法困境

弗里德曼认为从“无文字社会”或简单社会

中发展出来的人类学民族志并不适用于研究一

个像中国这样有着丰富历史文献ꎬ深具影响力的

国家体制ꎬ以及区域内互动频繁的宗教、经济与

族群的文明社会ꎬ也就是说通过村庄研究难以理

解整个中国ꎮ 当然ꎬ如果以村庄作为国家与社会

的联结点ꎬ强调人类学与历史学和区域地理学的

结合ꎬ也可以在强调村庄研究的微观洞察时增强

历史纵深与整体性把握ꎬ从而纾解单纯村庄民族

志的方法困境ꎮ
１. 把史料分析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的村庄

研究

弗里德曼认为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对象是一

个历史悠久具有高度分化的文明社会ꎬ“借鉴历

史学和社会学研究文明史和大型社会结构的方

法和成果ꎬ在较广阔的空间跨度和深远的时间深

度探讨社会运作机制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ꎬ〔３９〕

从而为解决村庄民族志的方法困境提供思路ꎮ
１９５０ 年末ꎬ弗里德曼在香港新界待了十多

天ꎬ认为“对于研究过去的汉人社会还有文献的

材料尚未被充分地利用”ꎬ〔４０〕于是他就在当地收

集族谱、契约账簿等民间文献和港英当局的户籍

等官方资料ꎬ于 １９５８ 年出版了«中国东南的宗族

组织»一书ꎬ基于明清以后至民国期间中国东南

地区的宗族组织结构ꎬ宗族之间的祭祀与族谱ꎬ
包括绅士、税收和秘密会社在内的宗族与国家关

系ꎬ构建起一个研究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的统一框

架ꎬ即村庄不仅体现了国家力量的渗透ꎬ而且村庄

内部宗教与宗族关系也象征着地方的分立过程ꎮ
从 １９８０ 年代起ꎬ人类学村庄民族志已经不

再将村庄当作中国乡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缩

影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探讨两者的关系上ꎬ日本

和美国研究者以满铁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
基础ꎬ再通过田野调查获取访谈材料并收集族谱

与契约等民间资料进行研究ꎬ以历史分析结合田

野调查丰富了村庄研究成色ꎮ 随着中日恢复正

常邦交关系ꎬ日本学者对华北村庄进行了再研

究ꎬ如三谷孝的«中国农村变革与家庭村落国家:
华北农村调查记录» (１９９９)ꎻ内山雅生的«从村

庄解读中国———华北农村五十年史» (２０００)、
«现代中国农村和“共同体”»(２００３)、«日本的中

国调查和传统社会» (２００９)ꎻ而滨岛敦俊的«总
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
(２００１) 〔４１〕则是在对长江三角洲的 ３２ 个市、县、
镇和村的多次访谈基础上ꎬ加上对明清和民国文

献资料的细致分析ꎬ揭示了中国民间信仰的组织

架构与活动领域ꎮ 美国学者相关的代表性著作

包括马若孟(Ｒａｍｏｎ Ｈ. Ｍｙｅｒｓ)的«中国农民经济:
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 １８９０—１９４９»(１９６９)ꎬ杜
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 年的华

北农村»(１９８８)和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

社会变迁» (１９８５)、«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

村发展»(１９９０)ꎬ其中就有多部荣获“列文森中

国研究书籍奖”ꎮ
２. 基于史料文献与区域地理的立足村庄并

超越村庄的研究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年ꎬ施坚雅在四川华阳和金堂

两县的田野调查中发现ꎬ当地的大型村庄很少ꎬ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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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是由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各类小村庄ꎬ于是他

放弃了最初设想的调查一个 １００ 来户村庄的计

划ꎬ转而重点考察一个包括 ２５００ 多农户在内的

既分散又联系的经济区域ꎬ其中包括访谈若干村

民ꎬ并且重点参考了当地的方志、报纸和相关的

外国人游记等文献资料ꎬ这是“由于中国社会所

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允许很多地

区的市场体系在现代化开始之前达到充分成熟ꎬ
还由于可供利用的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市场的

文献为研究传统社会内部全面的发展和变化提

供了丰富的史料ꎬ中国的情况对于传统农耕社会

中农民交易活动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意

义”ꎮ〔４２〕１９６４—１９６５ 年ꎬ施坚雅在«亚洲研究杂

志»上发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文ꎬ
把农村市场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

场三种类型ꎬ并把低于基层市场水平的村庄分为

聚居型村庄和分散型村庄ꎬ考察了与之相对应的

“小市”和“幺店” (杂货店)ꎬ在此基础上提出农

村市场的“正六边形”模型ꎬ即“假设在同一纬度

的平原上ꎬ资源均匀分布ꎬ那么每个市场的分布

应当符合把空间填满的等边三角形的顶点ꎬ因
此ꎬ每个市场服务区域也应该接近一个正六边

形”ꎮ〔４３〕施坚雅模型揭示了研究中国这样地域辽

阔、历史悠久和中央政权统治的文明社会ꎬ需要

结合文献资料与区域地理才能作出既立足村庄

又超越村庄的研究ꎮ 其实杨懋春的“台头村”研
究业已揭示山东村民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村

庄—市场三级关系ꎬ即一个小村庄群由一个宗族

的几个家庭组成ꎬ它们往往分散在邻近的两三个

村庄当中ꎬ它们之间维持着内部紧密的初级群体

(家庭)关系和次级群体(邻里、亲属以及学缘等)
关系ꎬ并与外部市场保持着不计距离的松散关系ꎮ

当然ꎬ施坚雅关于中国农村市场的正六边形

模型在中国研究界引起了巨大反响ꎬ如费正清在

其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就采纳了施坚雅

关于中国市场体系和基层社会结构的基本观点ꎻ
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将施坚雅的基层市场概

念表述为市场社会ꎬ认为它“既是一个经济单元ꎬ

又是一个社交世界这些旧的市场社会已经

成为组织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天然基地”ꎬ〔４４〕

即市场社会已经超越了村庄成为了解中国社会

本质的一扇窗口ꎮ １９７０ 年代以来ꎬ人类学中国

研究的台湾村庄民族志在立足村庄的基础上ꎬ提
出了超越村庄的“市场圈”“祭祀圈”“信仰圈”和
“方言群”概念ꎬ涉及市场体系、宗教祭祀、宗族

组织、通婚半径以及区域文化变迁等内容ꎮ 虽然

施坚雅模型不断受到人类学中国研究经验材料

的挑战ꎬ但其将中国划分为县、镇、乡、村的基层

社会思路已成为中国研究的共识ꎬ包括萧凤霞的

«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乡村革命的协从»和孔

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在内的

作品也都从这一基本结构开始进行叙述与分析ꎮ

注释:
〔１〕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ꎬ美国加州大学圣迪戈分校近代中国历史

研究群收录 ２５７ 种文献目录ꎬ其中就包括杨庆堃、杜赞奇和陈佩

华等人的作品ꎻ在费正清和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第

十至十五卷中ꎬ涉及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部分ꎬ其中也

收录了多部村庄民族志ꎻ豆瓣读书列出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翻

译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共 ２５８ 册ꎬ其中也有多部村庄民

族志ꎮ 国内学者对此已作过一些整理和研究ꎬ如王铭铭:«社会

人类学与中国研究»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１９９７
年ꎻ张海洋:«１９４９ 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 (上中下)ꎬ«广西民族

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２ － ４ 期ꎻ覃德清:«海外汉学人类学:方法抉择

与价值取向»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９ 年第 １ 期ꎻ孙庆忠:«海

外人类学的乡土中国研究»ꎬ«社会科学»２００５ 年第 ９ 期ꎻ韩鑫:
«读近年海外汉学家史学著作»ꎬ«中国图书评论»２００６ 年第 ７
期ꎻ郑海花等:«人类学的中国乡村社区研究历程»ꎬ«广西民族研

究»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ꎻ陈刚:«西方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综述»ꎬ«中

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等ꎮ 考虑从学科分类(历史学与

人类学)、遴选标准(汉学与中国研究)和时间分期(剑桥中国史截

至 １９８２ 年ꎬ国内研究截至 ２０１０ 年)等原因ꎬ本文认为需要对中国

研究中的村庄民族志进行重新归纳并增补近 １０ 年的研究成果ꎮ
〔２〕１９５５ 年ꎬ哈佛大学历史系成立哈佛东亚研究中心ꎬ形成

美国中国研究的哈佛学派ꎮ 作为汉学向中国研究过渡的学者ꎬ
费正清(Ｊｏｈｎ Ｋ.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是哈佛学派的奠基人和开拓者ꎬ其指

导的百余名博士后来任教于美国各高校(不限于哈佛大学)成为

美国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ꎬ著名的有史华慈(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 Ｓｃｈｗａｒ￣
ｔｚ)、列文森(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Ｌｅｖｅｎｓｏｎ)、柯文(Ｐａｕｌ Ａ. Ｃｏｈｅｎ)、孔飞力

(Ｐｈｉｌｉｐ Ａ. Ｋｕｈｎ)、马若德(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大卫阿古

什(Ｒ. Ｄａｖｉｄ Ａｒｋｕｓｈ)、魏斐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Ｅ. Ｗａｋｅｍａｎ)、裴宜理(Ｅ￣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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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Ｊ. Ｐｅｒｒｙ)、周锡瑞( Ｊｏｓｅｐｈ Ｗ. Ｅｓｈｅｒｉｃｋ)、马克赛尔登

(Ｍａｒｋ Ｓｅｌｄｅｎ)、史景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Ｄ. Ｓｐｅｎｃｅ)、毕克伟( Ｐａｕｌ Ｇ.
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ａ)和杜赞奇(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Ｄｕａｒａ)等人ꎮ 中国研究范式是哈

佛学派的主要成就之一ꎬ具体内容将在下文中涉及ꎮ
〔３〕汉学人类学(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在国内的译名往

往与汉人社会人类学、中国研究的社会人类学等的概念交织在

一起ꎮ 本文统称其为人类学中国研究或者中国研究的村庄民族

志ꎬ特指在具体的村庄中进行田野调查ꎬ并以民族志形式来呈现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所有成果ꎮ
〔４〕本文涉及中国研究著作的出版时间均为其外文版的初

版时间ꎬ而 ２０１９ 年是柏桦«烧钱»中译本的出版时间ꎮ 〔美〕柏

桦:«烧钱: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ꎬ袁剑等译ꎬ南京:江

苏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ꎮ
〔５〕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ꎬ时事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西方视野里的

中国形象”两辑图书ꎬ主要涉及西方人对于清政府和民国时代中

国的政治法律、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见闻ꎮ 如第一辑

包括«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变化中的中国人»«中国人生活的明

与暗»和«中国乡村生活»ꎻ第二辑包括«西方的中华帝国观»«中

国变色龙»«美国的中国形象»和«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ꎮ
〔６〕Ｂｒｏｎｉｓｌａｗ Ｍａｌｉｎｏｗｓｋｉꎬ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ＥｓｓａｙｓꎬＣｈａｐｅｌ Ｈｉ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４４ꎬ
ｐｐ. ２４ － ２７.

〔７〕〔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ꎬ午晴、唐军译ꎬ北京:时

事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１ 页ꎮ
〔８〕〔美〕丹尼尔哈里森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

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ꎬ周大鸣译ꎬ北京:知识产权出

版社ꎬ２００６ 年ꎬ第 ２ 页ꎮ
〔９〕甘琦: «出版业:向美国学习ꎬ还是从美国的错误中学

习———记美国独立出版人安德列西弗林»ꎬ«读书»２０１１ 年第６ 期ꎮ
〔１０〕〔澳〕王赓武:«单一的华人散居者?»ꎬ赵红英译ꎬ«华侨

华人历史研究»１９９９ 年第 ３ 期ꎮ
〔１１〕庄英章:«谈人类学家的台湾汉人社会研究»ꎬ张炎宪主

编:«历史文化与台湾»ꎬ台北:台湾风物杂志社ꎬ１９８８ 年ꎬ第４１７ 页ꎮ
〔１２〕Ａｎｔｉａ Ｃｈａｎꎬ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ａｄｓｅｎꎬ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Ｕｎｇｅｒꎬ Ｃｈｅｎ

Ｖｉｌｌａｇｅ: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 ｐｅａｓａｎ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ｏ’ｓ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ꎬ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２ － ６.

〔１３〕«江村“朝圣”:喧嚣与困顿»ꎬ澎湃新闻网ꎬ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
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ｓ? ｉｄ ＝１６０５７７５６５０４２４５１４４２９＆ｗｆｒ ＝ 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 ＝ ｐꎮ

〔１４〕任放:«施坚雅模式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研究»ꎬ«史学

理论研究»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ꎮ
〔１５〕〔２５〕〔２６〕 〔２７〕 〔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

心观在美国的兴起»ꎬ林同奇译ꎬ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０２ 年ꎬ第 ５５、
８８、２１０ － ２１１、２０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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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中国社会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与方法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