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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人类学田野调查对少数民族社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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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者最主要的活动方式, 尽管研究者在从事田

野工作时坚持一种 /主位 0策略对他文化进行观察,但是任何田野调查都是调

查者所代表的社会文化与被调查者的社会文化之间的一种接触和互动, 进入

田野的方式明显带有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研究者的行为势必会影响研究客

体,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他文化的变迁。本文以鄂西南的一个苗族村庄为个

案,通过对进村调查者与村民之间交往活动的分析,来考察人类学田野调查

对民族社区的影响问题, 从而为反思中国人类学田野调查提供一些经验性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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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人类学史中,村落的地位比较特殊。因为立足于村落视野,

开展田野工作,考察乡土社会的研究很多。中国人类学初创时期, 村落

社区的实地考察,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视野下的村落研

究所引起的争议,促使人类学者不断地反省和思考人类学田野研究的

理论和方法。参与式的实地调查是人类学最具特色的调查方法,该方

法通常是长期居住在被调查对象的一个小社区中,通过 /参与观察 0和

/深度访谈0,了解认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研究其文化全貌,

熟悉他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和心理特征等, 但是,在对中国人类学田

野调查研究,尤其是村落研究的反思上,由于村落研究本身缺乏普遍的

解释力,导致反思主要集中于村落研究的合法性问题,而很少关注田野

工作尤其是调查者本身对异文化 ( o ther cu ltu re)的影响。在中国, 农民

聚村而居,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 /熟

悉 0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然而, 外来调查者进入村落以后, 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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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打破了乡土 /熟人 0社会的传统格局。虽然调查者在研究异
文化时通常会详尽地描述和解释研究对象, 但很少考虑自己在这个过

程中扮演的角色,或者他们认识到自己在调查活动中的影响作用, 却很

少把这种影响当作重要的问题来研究 (乔治 #马尔库斯, 米开尔 #费
彻尔, [ 1986] 1998)。本文就以调查者与村民间交往过程中的交换活

动作为分析单位,来讨论人类学田野调查者对少数民族社区生产、生活

方式的影响。

一、苗村概况

苗村 1为湖北省西南部武陵山区的一个苗族聚居区, 距县城 60多

公里, 离乡政府所在地 15公里。据村委会最新统计:全村总面积 5. 81

平方公里,其中耕地 858亩;全村共 138户, 488人,其中劳动力 246人。

全村有 55个村民小组, 苗族占全村人口的 90%左右。该村四周山峦

起伏, 树高林密草多, 平均海拔 900米,属典型的二高山。 /李家沟 0和

/下河0两条溪流是村寨的主要水源, 在村口不远处会合流入高罗河。

苗村的年降水量 1, 310毫米。一月平均温度 1. 6e , 七月平均温度

24. 6e , 垂直气候明显, 适宜各种植物生长, 其山林以杉树、松树为居

多。解放前,苗村的交通不便利,沟谷幽深,常有野兽出没,外界通往该

村仅一条羊肠小道,只能靠步行或骑马。运输则用扁担、箩筐、背篓等

为工具肩挑背扛。解放后,政府修通了到村寨的简易公路,交通状况得

以改善,可以乘拖拉机进寨。 2003年, 政府投资将苗村原来的沙石路

/黑色化 0,改造为柏油路,使村寨交通变得相对便利。村民们平时可

以乘坐农用车或电三轮出入村寨。以往从寨子去乡集镇步行需要好几

个小时,现在坐车三四十分钟即可到达。

1文中的地名、人名均按照学术研究的伦理原则,实行了化名方式的处理。

苗村主要有冯、石、龙、杨、孙五大姓。冯、石、龙三姓人皆为苗族,

占村民人口 90%。这五姓人相对集中地分布于 5个自然村寨 ) ) ) 下

河、小茅坡、茶园、杨家界和孙家湾。龙姓和冯姓村民的居住地仅隔着

一条小溪,两寨人交往密切。石姓村民除了居住在以龙姓为主的小茅

坡外, 其余大多住在茶园。从小茅坡营和下河步行至茶园需要一个多

小时, 平时茶园的石姓与冯龙两姓往来不多。杨姓、孙姓村民都住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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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龙两姓相隔较远的杨家界和孙家湾。

不同的历史时期,苗村的经济生活有所不同。清代初年,苗村村民

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居住在依山搭建的茅草棚中。后来受当地汉族

影响, 农耕经济逐渐发展起来, 逐步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农业生产

发展很快,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民国时期,茅草棚在村中消失,村民们

住上了与当地土家族、汉族相同的房屋。新中国成立后,苗村进行了土

地改革,农业不断发展。改革开放后, 苗村在传统种植业的基础上,大

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近年来,苗村进行

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村庄经济模式出现新的变化:一是在国家西部大

开发政策的引导下,当地政府计划将苗村建成药材生产基地,为村民们

增添了新的经济来源;二是从 2000年开始, 当地政府利用苗村的民族

文化资源发展旅游,并已经进行了前期投入。受条件限制,苗村的民俗

旅游业尚未大规模发展起来,但每年仍有不少游客来访,接待游客也能

为村民带来一些收入;三是与其他地方的农村一样,苗村人也被卷入打

工潮中,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据村干部粗略估计,苗村出去打工的有

100多人, 占了村民总数的约 1 /4。外出务工者只要吃苦耐劳,或多或

少都会将赚来的钱寄回家,他们已成为家庭重要的经济支柱。

苗族的传统文化是苗村文化系统的核心,它保留了与湖南苗族相

同或相似的一般性特征,这在物质与精神等层面都有所体现,但各种具

体的文化事象在沿袭传统的程度上又或多或少有一些差异。苗语是该

村作为苗族聚居区最为典型的特征, 苗村是湖北省唯一的 /苗语保留

地 0。当地的苗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的湘西方言东部土
语,与其原居地湖南董马库一带的语言比较一致。 2003年, 吉首大学

的杨再彪 ( 2004)教授曾将苗村苗语音系与湖南董马库、吉卫苗语进行

比较, 结果表明苗村的苗语与董马库的苗语还能正常沟通,但有明显的

语音差异。实际上,苗村村民很早就已学会使用汉语,但村内交际一直

通用苗语。

解放前,苗村自成一体,与外界联系很少。解放后, 与中国其他地

方的农村一样,苗村也经历了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 0和家庭
联产承包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由于交通相当闭塞, 外界对它的冲击并

不十分剧烈,所以到现在苗村仍然可以算作一个文化海洋中的 /苗族

文化岛 0。于是, 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研究目的驱动下,原本很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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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寨开始吸引外来研究者进入。 1999年到 2006年,一批又一批的苗

族文化研究者进入该村从事田野调查,并且越来越多,成为外来文化的

一个重要传播渠道。调查者的目的本来是来观察和研究当地人的生活

和文化,他们认为这里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苗族风情,是理想的研究对

象,所以他们尽可能以一种客观的姿态出现, 试图采集完整的 /原始0

资料, 但事实上他们的进入与其他渠道的外来文化进入是一样的, 而且

这种外来 /陌生人 0的力量已经对苗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影
响,这种影响只要透过调查者与当地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可见一斑。

二、调查者与当地村民之间的 /交换 0

在这里,我们把 /交换 0置于外来调查者与村民之间长期交往的背

景中, 以此来分析个体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的交换活动,在此基础上来考

察这种交换行为与民族社区所发生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的相关性。

(一 ) 从客人到主顾

苗村村民待人热情,他们对外来者通常很友好,如果到他们家里访

问,一般都会受到热情接待。上世纪 90年代以前,苗村与外界的接触

范围相当有限,基本保留了传统的习俗。 Z某曾介绍自己 1995年在苗

村做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时村里很少有调查者和游客等外来人,也没有

出去工作、打工的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因此他就成了村里人好奇

打量的对象。他带了礼物去要住宿的村民家, 他们家里的人都很高兴,

把他当作稀客,在那里住了较长一段时间,与他们家人一起吃饭, 平常

有时候给小孩买点糖果、小礼品之类,大人、小孩都很高兴,后来离开的

时候付钱给他们,他们则无论如何不肯收, 最后的结果相当于 /白吃白

住 0。在当时,虽然村民的生活比较贫困, 但他们 /非常朴实 0,并不期
待着要从调查者那里获得什么经济利益。这种 /不要钱 0的状况与苗

村村民当时所持有的交换观念与传统的礼仪习俗是一致的, 他们把外

来调查者当作客人,双方的交往更加重视情感因素,是真正意义上的社

会交换,双方在沟通中实际交换的是情感或礼仪性的东西,基本不涉及

经济交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 /伦理本位 0 (梁漱溟, [ 1949] 1987)

为主的。

到 2004笔者进入该村时,情况大为不同。由于近年来进入苗村的

外来者逐渐多了起来,包括调查者、游客和记者等等,他们来自不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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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据村干部介绍,每年有很多人进来,其中做调查的人住的时间比较

长,与当地人关系密切。 Z某 2003年第三次到苗村做调查, 他说还住

在原来的那一家,但要支付食宿费了, 不过 /很少 0。以 2003年的情况

来看, 村里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以研究者、游客这些需要居住在村民

家中的外来者为服务对象的经营活动的兴起,为交换行为的变化提供

了土壤。

首先是经济交换场所的增加 (还不能称为 /市场 0) , 村里有了商

店,有了几户相对固定的民俗展示户,专门接待参观的游客和研究者等

外来者。而且确定了按季节接待客人的食谱, 以地方特色为主,统一了

卫生标准和收费标准。很显然,这些都是针对外来者的,并随着外来者

进入的数量而增加。

其次,苗村存在一种特殊的经营活动,这种经营活动由家庭成员在

家里 /经营0,一般只以调查者这类外来者为服务对象。从实际了解的

情况来看,这种经营活动大多是在 2000年左右兴起的。开展这种经营

的家庭可根据调查者的需要, 提供食宿, 其成员可充当报告人或者翻

译,提供有关本村的相关资料和信息。这种经营的卖点主要是苗村的

/文化0,调查者接受这种服务的目的在于接触原生态的民族文化, 而

经营者提供的食宿是 /同吃同住 0,追求的也是原汁原味的效果。另外

这种经营没有统一固定的经营项目, 可以根据调查者和游客的时间、活

动等需要来提供服务,而价格往往不是统一的,是在商量的基础上临时

确定的。

调查者等外来人与当地村民之间社会交换范畴向经济交换范畴的

转变, 具体可以从一个家庭的经营项目来展示。

老龙家在苗村属于村民眼中的 /殷实户 0,也是几家民俗

展示户之一,几年前他家就开始接待调查者和游客,慢慢转以

家庭服务经营为主, 开始几乎专项的家庭服务经营活动。以

2005年的情况来看, 他家的经营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提供食宿,他利用自家所处的有利的交通地理位置,

将自家的房屋进行翻修,辟为供外来者居住的客房;同时为外

来者提供三餐, 基本都是与他家共餐, 食物主要是家里自

备的。

其次,老龙还有一个特殊的经营项目,担任调查者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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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翻译者,这个经营活动虽然不是正式的和固定的,但往往

是他家开展家庭服务的一种资源和重要前提条件。他常常在

调查者的要求下 (其他外来者很少有这种要求 ) ,带领他们到

别人家中访问并充当翻译, 并根据调查者的要求为其提供和

解释村中的情况和本民族的情况, 最终可以收取 /误工费 0作

为劳务报酬。

另外,老龙家开了一个小商店,主要经营一些农村用的日

杂百货和烟酒副食等商品,因此,原来需要从外面购买的部分

食品、日用品可以自己 /提供0了,而且借报告人之便, 可以让

调查者在其店中购买调查访问时的礼品和日常用品。

这种家庭式经营是建立在人际交往和情感联系基础上的经济活

动,但可以看出其本质是经济交换。那种不求回报的 /招待0在村中依

然存在,即使是那些专门从事家庭服务的村民,对外来者偶然的短时间

拜访仍是热情接待, 但是这种不涉及经济利益的 /拜访 0如果是长期

的,则不太容易发生, 付费是必然的。与 1995年的情况不同,家庭一旦

将接待外来者作为一个经营项目,其最终的目的便是从中谋取利润,他

们与外来者之间更多地是经济交换的关系。在与外来者接触和交流的

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个人情感上的紧密联系,如老龙就经常提及某某

来做调查,人很好,还经常给他们打电话等,但即使这样,经济交换仍是

免不了的。

(二 )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要求

通过 Z某对 90年代末的苗村村民行为的描述中可以发现,原来的

村民与调查者之间好比主客关系,他们之间的交换主要为礼物馈赠,基

本属于社会交换的范畴,在这种交换关系中,村民与调查者之间没有明

确规定的义务,村民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是否赠送礼物、送什么程度

的礼物,都由调查者这样的外来者来决定,也就是说整个交换活动的主

动权掌握在外来者的手中,回报的性质不能讨价还价,村民只扮演一个

被动接受的角色。到 2004年, 调查者已经成为村里主要的外来者,村

民对他们的存在,甚至对他们到来的目的已经非常熟悉。于是,在当地

一些 /有文化的人 0的 /教唆 0下, 这些 /信息提供者 0开始主动向调查
者等外来人员索要钱物: /我跟你谈话半天没干活,你应该给误工费0、

/我带你到村子里访问, 耽误了地里的活, 你要给我劳务费才合适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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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些不知情的村民也跑来主动要求充当采访对象或研究对象,

因为可以从中获取一定的报酬, 比他在地里劳动同样多的时间所获得

的收益合算许多,而且见效快。显然,村民们与这些调查者之间的交换

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从起初的 /被动接受 0转向了现在的 /主动索
取 0,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工具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彰显。

1. 讨价还价 ) ) ) 谋取更多利益

2004年的 7月到 8月, 我们调查小组在老龙家住了一个多月, 这

期间相处得很好,他家每天按时给我们提供三餐,并应我们的要求给我

们联系报告人,提供资料信息。 8月中旬我们准备离开的前一天,组长

去结算住宿、伙食和误工等费用,由于他家之前一直没跟我们谈费用问

题,只说:到时候你们看着随便给。因此在这之前我们与龙家并未协商

好一个明确的价格,我们也不知道其他调查者支付的标准,就根据实际

情况确定了一个我们觉得合理的价格。但不久组长就回来说女主人委

婉表示我们给的钱太少,她说自家的孩子还小,要上学读书, 花费大,家

里又没什么稳定的收入来源,希望我们再加一点,组长跟她说我们都是

学生和老师,也没什么钱。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因为我们原

来以为自己出的价格相对于当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已经差不多了,老

龙家应该比较满意,没想到结果是一番讨价还价。我们最后还是加了

一点, 但女主人始终也没有满意我们的交换价格, 从她后来给我们的

/冷脸0和 /白眼0就可看出来。在交换中讨价还价为自己争取更多利

益外, 村民已经开始主动向调查者 /索取0。

2. 炫耀礼品 ) ) ) 对外来者的暗示
龙 XX家从上世纪 90年代后期就开始接待调查者这类外来者,现

在这种 /接待 0已经成为他家主要的 /工作0。他家不仅成了村里接待

外来调查者、游客的主要 /客栈 0之一,而且还与一些调查者建立起了

比较密切的联系,这些调查者通常在第二次、第三次的访问调查中还选

择住在他家,平时还会给他家打电话。老龙经常有意无意地讲起自己

与一些调查者交往的情形, 往往强调某某人从城里给他们家买了录音

机,某位关系很熟的调查者来拜访时给他带了一台照相机作为礼物,还

有调查者问他家里有什么困难, 然后资助了他上学的儿子几百块钱。

他几乎每次都是主动跟我们讲起这些事情, 而且往往不是强调某调查

者的为人如何好,更多是强调送了些什么礼物, 给了些什么经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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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仿佛在暗示我们, 某人很慷慨地送了 /贵重 0礼物,你们呢?

3. 主动谋利

有时候这种主动 /要求 0是比较赤裸裸的。周某已经第四次来苗

村,老龙与他看起来很熟, 并一直充当周某开展调查时的报告人。周某

由老龙安排去找村里年长的人访谈,去之前按老龙的建议在商店买了

一壶白酒作为给被访问者的礼物 (调查者碍于情面理所当然要在老龙

自家开的小商店中购买 ), 但最后去的不是被访问者家,而是老龙的兄

弟家, 他解释说顺便在这里了解一下之后,再把被访者请到他兄弟家里

来问。到他兄弟家去自然要带礼物, 周某便把酒送给了老龙的兄弟,到

另外的访问对象家里去就只好重新买礼物了。

(三 ) 从交换中的被 /利用 0者到参与者
调查者等外来者与村民的交往中发生的另一个变化是, 村民不再

仅仅扮演被观察和被利用的角色,而开始积极利用与之交往的外来者,

从他们身上寻找有用价值。就在我们的调查小组离开苗村的前一天,

LXX邀请我们去吃晚饭,他家属于村里最富裕的几户之一, 我们到他

家拜访过几次。随着外来者的增多, LXX打算把自家的房屋进行改扩

建以专门用于接待。因为在老龙家曾经遭遇报酬支付所带来的不愉快

经历, 所以这次我们在去之前就已经商量好要付钱给 LXX, 也算是向

他表示对我们关照的谢意, 但他家大人小孩都不肯接受我们给的钱。

LXX说是他家请吃饭, 希望我们不要太客气, 否则就显得过于生分了

之类的话,只是在最后叮嘱我们: 希望我们以后再来时可去他们家住,

过段时间他家的住宿条件也改善了,顺便多给他家介绍一些到村里来

的客人。无论如何这顿饭都是一种好意, 本来 LXX不请我们吃饭不会

违背任何的礼仪上或感情上的原则, 毕竟我们不是他家的房客,但这顿

饭意味深长的地方就在于他家希望从我们这里打开一个更广阔的社会

关系网,通过我们认识更多的外来者,我们便成了他们欲铺开的社会关

系网络中的一环。如果用社会资本来解释 LXX请吃饭的事情, 可以看

成是 LXX/期望在市场中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 0 (林南, 2005: 18),

或者可以看作是布迪厄 ( [ 1980] 2003: 187)所说的 /物质资本转换成其

本身能够再转换成物质资本的象征资本0。 LXX请我们吃饭所花费的

物质或金钱就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资本, 是可以转化成另外的物质资

本的。也许他坚信,这次破费一定会为他以后带来更丰厚的物质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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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投资或者交换是值得的。

另外,对调查者的热情,有时可能带有某些意图,当然苗村村民待

人也确实是真诚的、热情的、朴实的。2005年 6月, 笔者第二次进入苗

村时, 老冯正在地里干活,看到我们很热情地打招呼,邀请我们去他家

里玩, 说有很多来做调查的人都去过他家。他的邀请很真诚,但这种热

情与一般村民的表现有点不一样,从与苗村村民接触的情况来看, 他们

通常都很友好,在碰到外来者时,他们通常是观望你,如果你与他们打

招呼, 他们则回报以问候, 初次相见就非常主动和热情相邀的情形一般

还是少见的。正因为他接待过很多外来者, 而且现在这种接待很可能

也是他家的一项专门的经营活动,所以他会主动招呼陌生的外来者,就

像城里的旅馆招徕过往的旅客一样, 外来的陌生调查者、游客等都是潜

在的客人,可能带来利益, 所以当潜在的利益到来时,必须主动,否则就

可能错过赚取利润的机会。实际上这就是村民对调查者这类外来者的

一种 /特殊期望0。

在外来者眼中,村民是调查和观察的对象, 他们以一种 /中立0的
价值观谈论村子的情况,但在村民眼中,外来者同样是被观察对象,并

且从一种旁观的角度来看,在两者的交换中,村民也在逐渐发挥主导作

用,除了向调查者主动提出要求外, 村民也在积极寻求与外来者的联

系,从而寻到新的经济 /增长点 0。当然, 在苗村,关系的情感性因素并

没有大幅消减,只是相对于不断攀升的功利性因素而日渐式微。

三、人类学田野调查对民族社区的影响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到, 苗村村民与调查者之间的交换行为在慢

慢发生变化,而且由于这种变化是缓慢进行的,所以调查者或村民本身

可能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没有将它加以仔细考虑。研究者

最常见的做法是将能切实感受到的变化归于 /经济发展 0、/民俗文化
旅游业 0和 /接触大众传媒0的结果, 但如果通过对一些细节情景加以

分析, 便可以发现这种变化的形成是很复杂的, 而提倡 /主位0视角的

研究者恰恰成了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我们认同交换中的变化是

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几乎没有哪一种社会变迁是由单一因素引起的。

在前面分析了调查者这类外来陌生人与当地人之间的独特交往行为,

正因为是独特的,所以可以将它们在变化中的作用剥离出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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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来者的影响方式

调查者与村民之间的交流主要是直接的语言和非语言接触,可以

看作是两者之间的人际传播,它涉及的内容很复杂,包括每次的言语交

谈、行为接触甚至眼神暗示等非语言沟通。 /交换 0活动是其中比较有
典型意义的交流行为,它不仅是每个研究者在与当地人打交道的过程

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也很直接、生动地反映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在

以研究者与当地人的 /交换 0活动为焦点来分析外来文化对苗村的影
响之前,需要解决一个问题, 即如何认定 /交换0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变

化主要是研究者带来的,而不是主要由其他因素导致的?

在众多的外来者中,调查者是特别的,他们对当地的影响方式有自

己的特点,如果根据这些特点将外来者的 /独特 0影响因素单独剥离出

来,那么讨论外来者与当地变化的相关性便成为可能。

苗村与外界接触的主要渠道大致有三类: 大众传媒、外出 (打工、

出嫁和求学 )的本村村民和外来者。村里的 /外来者 0可以分为研究

者、游客、亲友、商贩和过路人等。其中前两种人与其他外来者相比,有

几个明显的特征。首先,最大不同在于他们是来了解当地文化的陌生

人,与亲友或商贩相比, 他们是真正的陌生人,基本与村子没有任何联

系;而对于不相干的过路人来说,他们又需要在村寨中建立起某种临时

联系。其次,这两种人相对来说都有较好的经济实力、教育状况和社会

地位, 其他外来者中的一部分可能也有这些特征,但不可能是整个群体

的特征。

根据以上提到的研究者的独特特征, 可以分析他们在与当地人交

换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独特表现。

首先,由于研究者等 /陌生人 0都有较好的经济状况,而且都从外

部的发达地区或相对发达地区进入苗村, 因此, 他们心中的 /价格0与

当地人心中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比如 5元一瓶的酒或 20元一天的食

宿费在他们看来很便宜, 但对当地人来说可能价格不菲。这种差异就

导致研究者 /出手大方 0, 向当地人赠送超出他们期望的礼物, 或者支

付在当地人眼中 /巨额 0的食宿费和服务费。这种交换价值的 /不平

衡 0基本上不存在于当地人与亲友、商贩等其他外来者的交换中。
其次,研究者进入村子的目的在于了解当地的生活和文化,他们尽

量充当一个观察者的角色,将当地人的文化当作原生态的东西来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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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破坏其 /原始性 0,尽量保持 /中立 0, 因此他们更多的是询问和了解
当地的情况,而较少进行批评、说服和建议。因此要求研究者努力培养

一种 /地方感 0,以获取真实的 /地方性知识 0。于是他们便顺着当地人

的习惯和行为行事,对当地人提出的要求,尽量满足,比如合影留念等,

即使碰到不太合理的要求也难以拒绝, 甚至这些不合理的现象可能已

经被当作他们研究的一部分,这种心甘情愿的 /迁就0方式在当地人与

调查者等其他外来人的交往中并不多见。

再次,对当地人来说研究者是完全的 /陌生人0,但他们之间往往
又需要建立起 /熟人0关系,这必然需要使用一些特定的方式来维系这

种临时关系, 除了主动与当地人交流、参与他们的活动, 以建立一条情

感纽带外,最重要的是经济上的联系,主要包括礼物馈赠和经济交换。

研究者这类外来者,在去拜访村民时常常带上一点小礼物,这不仅

符合当地的礼仪,而且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某种情感上的关系,

为自己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打通道路。主人收下礼物往往预示着他

与送礼物者之间一种关系的确立,甚至可以表明主人在一定程度上将

承担起某种责任,有义务满足送礼者的合理要求。如果礼物在主人眼

里很贵重,他可能承担的责任就更大,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更牢固。

因此透过礼物建立起来的关系本质上还是一种交换关系。

除了礼物馈赠,研究者与当地人之间还存在纯粹的经济关系, 苗村

有专门针对研究者和游客等外来人的家庭接待服务。研究者等可以吃

住在村民家中, /经营主0往往也充当报告人,提供相关信息, 但两者的

关系犹如房东与房客,基本是以金钱交换为基础的,每天的食宿等服务

都是计费的。但是这种经营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有所区别,它没

有完善的价格体系和经营规章等,随意性很大。

从苗村的情况来看,研究者这类外来者与当地人的交流一定程度

是建立在 /交换0基础之上的,但这种交换既不是单一的经济交换, 也

不是纯粹的社会交换,其中往往掺杂了经济关系、社会礼仪和人情关系

等多种因素。由此可以看出研究者在与当地人交换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独特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点:慷慨的馈赠、/迁就0的态度、以 /交换 0为
基础来建立临时关系。由于这些方式是他们所特有的,因此从这些角

度来看交换的变化时,可以考察研究者在其中具体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在这些方面起了绝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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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田野研究者的影响

1. 外来的影响力量 ) ) ) 研究者

调查者与村民之间的交换关系从以社会交换为主转到以经济交换

为主,这种变化一方面与村民的经济观念有关,但另一方面与外来者的

大量涌入直接相关。当外来者进入苗村很多,村民又了解到 /调查者的

目的是来了解当地文化,本民族的文化等信息对研究者有很大的意义,

他们往往都有钱 0这样的事实时,经济行为出现的可能性便形成了。家

庭式服务接待就是为调查者等外来者 /设计 0的,上面提到调查者进入的

目的就在于了解当地文化,这是他们与其他外来者不同的地方,他们的

特殊要求为特殊经营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动因。当个别研究者进入时, 是

客人,但成批研究者不断进入时,就不再成为客人, 而变为了一种可供利

用的资源。何况调查者等外来者通常会以一种经济的眼光来审视与当

地人的交往,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在别人家里吃饭、住宿要给钱,耽误了别

人的劳动也要作相应的经济补偿,而且,一般情况下,研究者在对研究经

费进行预算时,都会安排食宿、劳务费等支出。外来者的这种经济交换

行为其实已经是先入为主的了, 难免会对当地村民的观念形成一定冲

击。在村民看来, 越来越多进村的外来者, 都是有钱人,给他们提供吃

住,他们会慷慨地回报钱物,而对于没什么经济收入的村民来说, 这是一

笔来得很容易的 /大额0收入。如果说村民的经济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

那这种变化的重要根源很可能就来自以客观自居的调查者。

经济交换关系取代社会交换关系的主导位置, 引起这一变化的原

因主要是与外界接触的增多,比如市场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等,但调查者

等外来力量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2. 调查者与村民 /交换 0活动的直接后果
相对于以前收到一点小小的礼物就很高兴, 现在村民的要求已经

增加, 无论讨价还价、炫耀礼品还是主动套近乎, 都表明他们不再满足

于与外来者的交换中只是被动地接受礼物或报酬, 他们也有自己的交

换标准,并按照这个标准来主动寻求最大的利益。

外来者相对村民来说都是有钱人, 而且具有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知

识背景,他们的消费水平或价值尺度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往往在付钱或

赠送时很 /慷慨0。比如龙家得到的相机、录音机等礼物,但他们慷慨

给予的结果,是不断使村民的期望值升高,从讨价还价的情形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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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村民的心理价位已经不在我们意料的范围内。村民的主动要求行

为也与调查者等的 /迁就0态度有关系, 调查者一般以观察者的身份出

现,很少去干预村民的生活,这是 /主位 0视角的要求, 当村民提出一些

要求, 只要不是无理的, 调查者通常会接受,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给予与

索取的循环。

村民的期望是在与过去的经验做比较后形成的, 就如 P. M. 布劳

( [ 1964] 1988: 168)所说的, /经过积累的报酬会影响到对于未来报酬
的期望和对未来报酬的满足。,,不仅是某个人自己在过去收到的报

酬,而且在他的群体和参考群体中获得报酬的流行比率都会影响到他

期望对他的服务的报酬。0老龙在炫耀从调查者那里得到的礼物时,其

实也在给我们一个对比的暗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来判断现在情况,要

求现在的至少不能比过去的更差,当回报与他们的期望不符时,他们的

心理会产生不平衡,社会交换理论中提到当回报大于预期时,会收到更

好的效果,但如果回报总是超出预期效果, 容易变成一种 /习惯 0,因此

更多的回报便不能与预期效果成正比,这也符合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

村民的交换标准不断提升,从被动的接受者不断向主动的索取者

转变, 如果从单纯的经济理性来看,人们总是希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

大的回报,但交换规律在其中起到平衡的作用,因此人们总是在一定的

条件下期待回报,但苗村村民的 /期待0高出实际的经济水平, 与他们

的交换对象是调查者等外来者有关系, 外来者的经济水平和调查目的

使得他们与村民的交换方式不同于其他外来者, 村民在交换中提出越

来越高的要求,其主动性越来越大。

(三 )民族社区在调查者的影响下发生的变化

如果仔细分析这些交换变化,会看到一种更加牢固的心理意识层

面的变化正在形成, 并且影响到村落的社会、经济的变化, 我们可以把

由交换而造成的间接影响看成是这种变化的诱因之一。

1. 经济理念的变化

家庭接待经营活动的兴起,一方面体现了村民与外来者接触的频

繁性, 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这里经济观念的形成和发展。

( 1) 利润 /至上0。在 20世纪 90年代以前,苗村的经济交换并不

发达, 日常生活中的交换更多地只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村民的商品

经济意识淡薄,但从 2000年以后, 为了增加收入而与外来者展开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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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交换已经普遍存在。村里开展这种家庭接待服务的往往是村里最富

裕的家庭,因此不能说他们经济交换的动机只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

需要。当我们支付的费用没有达到老龙家女主人的要求时, 便受到了

表面热情、内心冷淡的惩罚, 似乎传达出一种我们太 /小家子气0的信
息。因此他一开始就把我们定位为利润的来源,人情相对来说是次要

的,当利润目的没有如期达成时,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在村民与外来者

的交往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理性有重过人情味的趋势。村民与调

查者的关系逐渐从社会交换转向经济交换, 经济利益的关系日益显得

重要, 他们在接触外来者时,羞涩和好奇正在慢慢减少, 代之以热情的

相邀, 但这种热情背后隐藏着的意义是复杂而丰富的。可见,苗村社会

中的关系也是工具性倾向与个人情感掺杂在一起的交换关系。

( 2) /要价0的技巧。讨价还价这一行为所透露出的含义很多,从

老龙的角度来看,他家开始不愿跟我们谈好一个价格, 只说你们看着

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把我们当作可以信赖的人,不太计较经济问题,

后来他几次向我们暗示其他外来者送的礼物,现在看来这些无疑是他

的一种要价策略。他事前不讲价格, 可能主要有几种原因:一是不好意

思要价;二是不计较价格;三是不知道要什么价合适,等待我们给出一

个更好的价。从后来我们受到的冷遇来看,前两种原因的可能性不大,

结合后来的暗示行为,第三种原因是最可能的。有些村民曾谈到过省

城来的调查者出手很大方,这种给予应该都是在他们的预期之外, 如果

经常收到这样的意外之喜, 他们就会对外来调查者的经济回报抱有某

种期待,希望再次出现超出自己预期的收获。因此他们事前不讲价格,

是希望外来调查者会给他更多,因为我们不了解费用方面的 /行情 0,

很有可能会多给,而一旦他说了一个固定的价格,也许就失去了可能会

多给的部分。

与外来调查者接触多了, 村民自然掌握了调查者的特点和行事风

格,他们也会采取相应的技巧以便从调查者身上获取更多的利益。而

在其他交换情景中却不是这样的。老龙经常让附近的一个菜农定期送

菜,虽然每次送什么由菜农决定,但价格是事先谈好的, 他并没有指望

菜农会少要钱而多给菜。调查者的回报弹性很大, 他们才要考虑其中

的策略问题。

( 3) 扩展经济规模的意识。苗村的民俗文化旅游发展一直倍受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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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村民的期待,大多数人希望经济有更大的发展,他们羡慕曾经考察

过的吉首德夯村和黔东南三棵树的发展模式。随着外来者数量的增

加,村民也开始更多地寻求以调查者、游客为中心的经济发展, 他们除

了将外来调查者作为经济交换的对象外, 也开始寻求与外来者的联系

与合作,正如 LXX所做的那样, 主动跟我们联系, 希望我们以后会常

去,并能介绍同样的客人来。

他们在扩展经济发展的规模,虽然这种扩展是缓慢的,而且也受到

诸多条件的限制,但扩展经济的意识已经自发产生,他们在努力寻找很

多发展的途径,外来调查者只是他们找到的一个较好的渠道,他们开始

主动建立与调查者的联系,并从中发展出一连串的社会关系网,尽可能

地扩大自己的社会资本, 从而带来经济上的壮大。与外来者主动建立

联系, 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市场经济意识。

2. 社会结构的某些变化

与外来调查者的接触,除了对经济上的变化有所影响外,一定程度

上也成为社会某些变化的诱因之一。

( 1) 劳动力结构。苗村历史上就是典型的农业村,几乎全部成员

都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有部分人做生意,也不完全脱离农业生产, 可以

说村民 100%为农民。但是就近年来的情况看, 劳动力结构已经有

变化。

以 SHX家为例,全家七口人,儿子、儿媳和女儿都已去沿海城市打

工,两个年幼的孙子, 一个上小学一年级, 一个刚满 3岁, 家中真正的劳

动力为 SH夫妇。他们虽然拥有土地, 但都不直接到地里从事农业生

产。女主人平时主要的工作是照料客人、操持家务和做手工编织等,男

主人除了干些家中的体力活外, 平时主要负责家庭经营的采购和担当

报告人。每逢农忙季节, SHX家就花钱雇劳力。可以看出, 他们全家

基本脱离了田间劳动,与土地没有了直接的联系。如果按农民阶层来

划分, 他们家基本可归入 /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 0阶层 (参见陆学

艺, 1997)。SHX夫妇将从农业生产中抽离出来的时间用于家庭经营,

家庭服务和子女打工应该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 他们基本已从土地

中解放出来了,至少没有粘着在土地上,而家庭服务经营正是形成这一

局面的重要转折点。

由于外来者的大量进入而产生和发展的家庭经营,为部分村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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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脱离土地生产的机会,对村民的职业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劳动

角色从原来的纯粹劳动者分化为多种角色, 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多种

多样, 比如上学、外出打工等,但外来调查者提供的工作机会无疑是其

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 2) 社会地位。 2000年以后, 外来者的进入形成村寨发展经济的

一个契机, 可以明显地看到从事家庭服务经营的村民家都比较富裕。

这些家庭要么家里有文化程度较高的人, 要么家里一定有人见多识广,

社会关系网络广泛,或者二者兼有。

首先拥有这两种资源的家庭拥有更多的接触外来者的机会,因而

最有可能从中获利。对于从事家庭服务经营的村民来说,除去房屋等

必备设施外, 拥有一定的文化是很重要的,那些了解自己文化, 并且能

流利地表达出来的人往往有更多的机会来与外来者交流,并为外来者

提供信息,从中谋利。以从事家庭接待经营的富裕家庭,如 LXX、SHX

两家的情况看,他们家庭成员的教育水平普遍高于村里的水平,在社会

关系广泛这一点上也都是很突出的。

其次,与外来者的交往可以带来更多的见识,也可以扩展社会关系

网络, 为进一步的经济活动打下基础。因此在开展家庭服务经营的过

程中, 业主以原有的知识、经济及其个人能力等为基础和条件, 与调查

者进行经济和社会的交换。通过交换,经营者不仅获得经济利益, 还获

得社会关系资源,甚至可能还有新的知识,这又促进业主在村里的经济

和权威地位的提升,成为村里新的精英阶层。

由于知识和经济上的不平衡,村民中已经存在贫富的差别,并且还

存在获取信息和机会的差距,外来调查者的进入加剧了这种差距, 原来

的强者有更多的能力来与调查者交换, 能不断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

强化社会地位,越来越强;原来的弱者则没有寻求机会的能力, 经济和

社会地位越来越弱。

四、结语:对当地人与调查者之间 /交换 0关系的思考

苗村的外来调查者与其他交换者不相同, 他们追寻当地文化, 出手

阔绰, 与当地村民之间既有经济关系, 但也包含了 /朋友 0关系。新来

的调查者可能对当地村民和文化抱着一种 /原始 0、/淳朴 0的观念, 那

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到变化的存在, 当调查者逐渐多起来,村民也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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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紧张和拘谨中转变过来,他们在不断的交往中了解调查者、揣测

调查者的目的,甚至调查者的特点,掌握这些信息足以使他们改变一些

想法和做法。

无论是家庭接待经营活动的兴起, 还是村民与调查者之间的讨价

还价和主动 /索取 0, 都反映出村民身上的某种变化, 这种变化与调查

者相关,一定程度上是调查者促成的。以历时性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变

化,其实应该在预料之中。首先进入的调查者, 比如 Z某,在村民的经

验中几乎是空白,村民只能在自己原有的经验中来 /解释 0调查者及其
行为。因此调查者被当作客人, 他们赠送礼品的行为让村民很高兴, 就

像 Z某 1995年受到的待遇那样,村民那时的 /经验 0是热情待客。随着

交往活动的增加,村民掌握了更多关于调查者的信息,他们的 /经验0也

不断调整、更新,因此他们在对待后来的调查者时,是在新的经验中来

/解释 0调查者的行为观念。所以村民关于调查者的认识不断处于变化

之中,而这种变化是在与调查者不断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外来调查者与当地村民们交换的过程中, 双方会从自己原有的

经验来认识和 /解释0对方, 每一次的交往都会成为下一次交流的 /前

馈 0。以老龙与我们的 /讨价还价 0来说, 以前调查者的行为无疑形成

了他对调查者及其行为的某种经验,于是他从这种经验中来理解后来

的调查者,产生一种 /比较期望 0, 而他与我们不愉快的交换过程也会
形成他新的认识,从而成为下一次 /交换0的经验。也就是说, 以前调

查者的行为会造成老龙对后来调查者的经验,他的经验正是在与调查

者的不断接触中逐渐得到修正的。 /经验0的修正过程就是变化发生
的过程,一次交往就是村民对外来调查者及其行为的一次解释,而不断

的解释又会形成不断的新经验, 这种认知层面的变化又指导着行为的

变化, 逐渐地,村落的变化就形成了。

调查者的 /迁就0行为不断促成村民的某些 /经验0, 比如超出当地
经济水平的价值期待, 而某种经验如果不断得到重复, 那就可能成为

/潜规则 0,成为某种固定的价值观念,那么变化的程度就得到了深化,

从表象的认知,到观念的转变。那种 /超额0的价值期待就是一种较牢
固的观念作用的结果。

社会结构层面的变化涉及的因素更为复杂, 仅从调查者的角度是

说明不了的,而文中所作的简单分析主要是想表明变化的一种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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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的变化会波及总体变化。总的说来, 在人类学田野工作中,尽管研

究者坚持一种 /主位0策略来对待研究客体, 以获取尽可能多的 /地方

性知识 0,然而,由于研究者处于一种既是参与者又是观察者的身份,

无论采取或不采取何种行为,最终将必然对被观察者产生一些效应,做

或不做都会对即将发生的事产生重大的影响。虽然人类学田野研究者

都尽可能地避免这种影响, 但是并没有任何一种完全的防护措施能预

防这种 /霍桑效应 0 (巴比, [ 2004] 2005: 279, 218)。从前文对调查者与

当地人之间的 /交换0活动所作的经验性分析也可以发现, /人类学家
通常与当地人建立一种基于西方商品的交换关系。这是他们赖以生存

的方式, 他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试图与被访人保持非剥削性的关系。

但这一策略无疑非常自相矛盾, 因为它使人类学家总是成为 (被他们

自己视为 )解构研究对象的推动者。0 (普拉特, [ 1986] 200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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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various h isto r ica l reasons, a ll ethn ic g roups and tribes w ith in one

nat ion can vary in the ir cultural trad it ions and their h isto rical re lationsh ips w ith the

centra l go vernm ent. Var iab ility is also seen in the ir econom ic statu s and pow er, as

w e ll as in their members.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oppo rtun it ies fo r deve lopmen t.

These cro ss-g roup d ifferences shou ld never b e neg lected. A ll g o vernm ents must be

realist ic and respect the ir sta tes at p resent and in the past w hen making po lic ies fo r

d ifferen t ethn ic g roup s. M any su ccessfu l examp les can be found in the Ch inese past

dyn ast ies. H ow ever, since the found ing o f N ew Ch ina, the governmen t has been

exercising unifo rm po licies in hand ling ethnic issues, w h ich undersco res the

situ ation o f the nat ion but o ver looks the situa tion o f each ethn ic g roup o r tr ibe.

These po lic ies have been in pract ice fo r mo re than half a centu ry; now it is time to

check their effects. Th is paper rev iew s how Ch inese ethn ic g roups used to be

classified in the literature o f the h isto ry o f the nation. s ethn ic g roups and d iscusses

the differences acro ss these ethn ic g roups. Based on the variables o f popu lation s ize,

inter-g roup marriag e, cu lture, relat ionsh ip w ith the central go vernmen t and

independen t nat ion/sta te estab lishmen t outside the bo rder, the paper presents a

rud imen ta l classification o f the 55 ethn ic g roup s in Ch ina, w ith each g roup. s

characteristics summar ized and analy zed, in hope that reflection upon the ethn ic

theo ries and related po lic ies in Ch inaw ill be st imu lated.

Keywords: ethn ic po lic ies, ethn ic re lations, g roup character istics,

h isto r ica l exper ience

O bserv at ion o f V il lag e M iao: The Surveyo r-N ativ e Exchange in the

V illag e Research) ) ) the Influence o f the Fieldw o rk o fA nth ropo log y on

theM ino rity Commun ity TanH ua 24⋯⋯⋯⋯⋯⋯⋯⋯⋯⋯⋯⋯⋯

Abstract: F ieldw o rk is the uppermost research approach app lied by the

anthropo lo g ists. Even a researcher adop ts the em ic approach w hen observ ing ano 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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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in the filed, the fieldw o rk is, as a m atter o f fact, a k ind o f con tact and

invo lves an interact ion betw een the researcher. s cu lture and info rmants. cu lture. The

w ay that the researcher embarks on fieldw o rk obv iously carr ies its so c io cu ltura l

influence. Therefo re, the researcher. s behav io rw ill certain ly affect the research ob ject

and br 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o ther culture in som e w ay. W ith a v illag e o fM iao

m ino r ity in southw estern H ube i as a case, this paper rev iew s the influence o f the

fieldw o rk o f anthropo lo gy on the m ino rity commun ity v ia an ana lys is o f the

interaction be tw een the investig ato rs and the v illag ers, w h ich m ay shed some light

on ou r reflect ions upon the fie ldw o rk in Ch inese an thropo lo g y

Keywords: commun ity, e thn icm ino rity, exchange, fie ldw o rk

Retracing theM ethod from the Conc lusion: Socio log 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al ity) ) ) A D iscussion o f Ch ina ' s Social S tratificat ion by

American Socio lo g ists Zhang L e& Zhang Y i 42⋯⋯⋯⋯⋯⋯⋯⋯

Abstract: Tak ing soc ial strat ification research fo r an examp le, th is paper illu strates

the fo llow ing po ints: (1 ) A ccoun ting fo r the reality is the fundamen ta l p rem ise fo r

so cio log ical research to be scien tific; (2) The research conc lus ion reflects the rea lity,

the va lid ity o f w h ich is determ ined by th e research method; and (3 ) The research

parad igm gu ides the cho ice and app lication o f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parad igm, the

method, and the conclus ion a ll w ill be cong ruent to each o ther on the basis o f the

reality.

Keywords: so cio log ical research method, research paradigm, so cia l strat ification

TheM o rality in C ompensation and Its A ccomp lishment

H e Jian, Q in Q iw en, Zhou Y ongkang& Zhang Y an 62⋯⋯⋯

Abstract: Th is paper is an attemp t to analy ze the socia l mechan ism o f compensat ion.

F irstly, apply ing the leg al methods to the ana ly sis o f the sto ry o f Jo el Feinberg. s

H ikers has met d ifficulty. S econd ly, P arfit. s, Jeske. s, and M ontagues. s v iew s on

w hether compen sat ion ho lds mo ra lity are rev iew ed around the sto ry. s d ilemma w 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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