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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现改称“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在其创建者
郝苏民先生荣休(国外称因有学术建树而得到“退而不休”待遇的学者为 Professo r Eme ri-

tus ,我译之为“荣休” ,我看郝先生当之无愧)之后不久 ,便给了我这个机会来座谈 ,我十分感

激。此前我来过这里一次 ,第一印象是 ,这个教学研究机构在民族学上有其值得珍惜的特

色。当不少同人仍旧沉浸于人类学 、民族学 、民俗学 、社会学等等学科之间的界线的“勘察工

作”时 ,这个学院“偏安一隅” ,悄然进行自己的学科综合。(值得关注的是 ,除了上面提到的

那些学科之外 ,这个学院似乎还保留了 20世纪 50年代之前西方人类学界至为关注的语文

学传统 。)我的这一讲座若说有何目的 ,那它就在于说明学科综合传统之保持 ,是中国学术建

树不可或缺的一环。

对于围绕着“民族”概念(我有时更宁愿将这个概念与希腊文 ethnos联系起来 ,但也常

常无法摆脱国内“民族”概念的影响)展开的学科综合 ,我有些许体会。

我在 20世纪 80年代前几年 ,学习考古学与中国民族史 ,后转入社会人类学 。20世纪

90年代中 ,我从英国回国 ,到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 。其后不久 ,即有学长好心

　　＊　本文为 2009年 10月 22日作者在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举行的讲座

上使用的讲稿。郝苏民 、文化 、马成俊教授盛情邀请 ,促成我此次西北之行 。其间 ,郝师一路

相伴 ,无所不谈 ,令人流连忘返 。借此机会对诸位同道聊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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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劝 ,说 ,在国内从事人类学研究 ,只注重东部汉族地区的地方性研究是不够的 ,还应到西部

或至少是海南岛黎族当中从事田野工作 。

对于中国民族 ,我确实所知甚少 。不过 ,我学习考古学与中国民族史时 ,民族学的常识

是必需的 ,因老师的关顾 ,我其实本来还是有一定“民族经验”的 ,只不过是 ,到了英国之后 ,

得到的指导 ,多数是关于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 ,这致使我对西部民族地区如此无知 ,以

至于使学长认定需要补课 。

幸亏 1999年以来我得到机会到西部 ,先参与云南民族大学与北京大学省校合作课题 ,

接着 ,有感于费孝通先生“藏彝走廊”的定义 ,走过甘青交界地区、四川西部 、滇西北等地。对

我而言 ,到西部 ,主要是为了补课 ,谈不上有什么“创新研究”的追求 ,我没有国内所谓“民族

学”的底子 ,到西部去 ,我见到不少前辈与同行 ,我计划通过穿行来为理解他们的论著作铺

垫。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是对人类学理想的最好表达 。“无知者无畏” ,我在读书与行路的

过程中 ,产生一些想法 ,且在教学中“软硬兼施” ,要求我的两三批学生跟着我读关于西部的

书 ,作关于西部的研究。

若说我的西部走读曾生发了什么体会 ,那么这个体会便是 ,我们不能认为 ,中国的东西

部应当分开研究(尽管目前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学术状况如此),更不能认为 ,国内外人类学家

的东部研究经验 ,无关乎西部研究。在我看来 ,人类学(或以往所称的“民族学”)有通用的关

怀和通用的方法 ,这些通用的关怀与方法 ,无论是对于东部研究还是对于西部研究 ,都是可

以运用的。时下 ,国内学界多以民族学指代西部少数民族研究 ,以人类学指代东部社区研

究 ,如果研究者想要同时理解东西部结合而成的完整的中国 ,那么 ,学科综合便是必要的 。

然而 ,我深知 ,一切体会都是矛盾的 。以上的体会只不过是铜板的两面之一 ,它绝不是

说 ,任何地方的研究都要遵守统一观点。

人类学有一个其他社会科学没有的优点 ,即 ,它给予不同的地区性知识体系“地区性真

理”(即 ,相对于知识的来源地而言更接近“真理”的东西)的地位 ,也就是说 ,尽管这门学科有

其通用的关怀与方法 ,但它还代表一个坚信“地区性真理”才是“真理”的认识态度 。对于民

族地区研究 ,这个观点尤其重要。

我花过不少时间来想象中国学术与占支配地位的西式社会科学之间的合理关系 ,我得

出的一个结论是:一方面 ,这个关系要合理 ,就不能忘记 ,西式社会科学是在欧美的文化土壤

中生长出来的;另一方面 ,我们不要以为 ,因社会科学有其文化特殊性 ,我们便应采取“彻底

革命”的态度对待之 。为了给中国学术找到一个合适的位子 ,我们反倒应当更多地了解世界

史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历史 。

对于东西部人类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我的感想也是一样的。

20世纪下半叶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产生了一次研究的区域重心大转移 。20世纪 50

年代初之后一段时间 ,西部“民族研究”的势力壮大 ,致使人类学改称民族学 ,运用“民族研

究”的方法 ,对当地或临近之地的“民族”进行“识别”及“社会历史”的调查研究(我在东南地

区的老师们的百越民族、畲族 、高山族的研究 ,便属于此类)。相形之下 ,过去 30年 ,区域研

究重心出现了一个东西关系的大逆转。此时 ,东西部的学术势力表面上是对等的(有不少东

部人类学教研机构仰赖着西部资源求生存 ,且其机构名称往往附带有“民族学”一词),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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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 ,东部的方法有西进之势 。几年前我曾认为 ,注重在乡间搜集“民间文献”的历史人类学

在华南的兴起 ,实属 20世纪前期的“北派”社区研究法的“南征”;而时下东部人类学的西进 ,

则似乎可以说是这一“南征”的社区研究法的西进 。

在所谓的“主流社会科学”(如经济学 、政治学 、社会学等)里 ,学术的世界情势是“西方压

倒东方” ;在人类学或民族学领域里 ,学术的国内情势是“东部覆盖西部”。任何不考虑学术

形态与内涵的情势的做法 ,都是不合理的 。虽则“压倒” 、“覆盖”他方的学术体系之所以能获

得支配地位 ,必定是因为其“权威性” ,但这不意味着这个“权威性”全然是合理的 、学术的 ,更

不意味着处于“低处”的学术界一无是处 。

在一个矛盾的年代里 ,中国人类学有必要就地区性的学术关系展开更多对话 ,其一方面

的使命 ,在于在“中国与世界”意义上展开真正的学术性“礼尚往来”(这是有来有回而非单向

投靠),另一方面的使命 ,则在于在“东西部结合研究”的意义上展开关系的论述 。这两个方

面的使命相互关联———国内的关系的论述 ,不能脱离国际对话 ,是国际对话的实际基础 ,中

国人类学或民族学想在国际学园谋得一席之地 ,有赖于自身特色的形成。

有鉴于此 ,我拟在此围绕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谈谈自己的看法。

为了避免引起误会 ,在言归正传之前 ,我先作以下声明:

“民族地区” ,大体是指 20世纪 50年代以来“识别”出的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区域(不

包括东部都市族群)。用“大体”二字 ,意思是说 ,要严格界定“民族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族地区”概念里的“民族” ,本意为“国族” ,用“国族”来指同一个国家下的“民族” ,会导致

概念混淆。而所识别的“民族” ,大抵都是筛选出来的 ,筛选工作固然有一定严谨的规范 ,但

因依旧是筛选 ,故必然要使用排除法 ,其结果是 ,不仅要选进来 ,还要“筛出去” ,本也可算得

上“民族”的人群 ,被“筛出去”不少。而且 ,从文化上看 ,所谓“民族” ,各自内部具有多元性 ,

不甚符合“民族”的文化内在一致性标准 。“被识别的民族”有其历史存在的依据 ,但因是人

为的 ,不免会有特定政治性 ,不过 ,既然它已约定俗成 ,我们似乎还是可以用它来形容我们力

求塑造的学术研究的地理范围 。对于“民族地区” ,我大体也采取这个态度 。我用它的“约定

俗成”的意思 ,来代指某些民族学家时常要去从事其研究的地方。这些地方 ,东西部都有 ,但

相比而言 ,更集中存在于西部 。这些地方与“民族”一样 ,是从行政上定义的 ,可以说是政治

的产物 。但在我看来 ,我们不应只考虑到这类地方的行政性 ,而否认其对我们的研究意义。

也就是说 ,在我看来 ,“民族地区”并非学理概念 ,而是作为学理分析的对象的经验事实的概

念 ,在这个意义上 ,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民族志研究

　　一提到人类学或民族学 ,我们不能不提到民族志。欧美民族学家曾将自己的研究分为

两个层次———民族志与民族学 。民族志是基础 ,民族学是“上层建筑” ,前者重实证 ,后者重

比较分析。在人类学这个学科名称取得支配地位之后 ,学科研究的层次区分也随之产生了

变化 ,此时 ,出现了可谓是“三层次说”的观点 。此说出现后 ,人类学不再简单基于民族志来

进行比较研究 ,在多数情况下 ,它开始由重实证的民族志 、重比较的民族学及重理论概括的

人类学三层次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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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似乎是民族学的后来者 ,因而 ,在人们眼里 ,它显得比民族学先进。事实上 ,两个

学科称呼代表的东西之间的知识形态关系与差异 ,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不过 ,一个事实似

乎无需争辩:无论是对于曾自称为“民族学家”的那些学者 ,还是对于自称为“人类学家”的那

些学者 ,民族志都代表其研究与论述的基本方法体系。

什么是民族志?

现在多数人接受了现代英美派的定义 ,将之等同于对一地人民的生态 、人口 、地理 、风俗

习惯 、体制 、宗教精神等等形态的整体研究 ,且因此将这里的“一地”定义为 20世纪 30年代

燕京大学社会学派所说的“社区” 。所以 ,民族志时常又被等同于对于东西部乡村社区的研

究。

其实 ,在 20世纪 30年代 ,中国已有发达的民族学 ,这一学门 ,不同于“社区研究法” 。从

事这项研究的学者 ,多数借鉴欧陆的民族志定义 ,不把民族志的研究单元定义为社区 。“民

族志”原文中含有的 ethnos ,在希腊文中 ,本有“乡野村夫”或“异教徒”的意思 ,后又常与德

国的“常人文化”相联系 ,故民族学研究者 ,通常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义在与我们今日所谓之

“民族”大体对应的范围之内。① 我们知道 ,中国的村庄可分自然村与行政村。这个区分 ,对

于我们理解“民族” ,似乎也是有用的 。“民族”是否可以也有接近于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区分 ,

我不敢断言 ,但总觉得 ,民族学研究是有一段从“自然民族”研究向“行政民族”研究演化的过

程的。

20世纪 50年代之前的民族学家 ,多数研究“自然民族” ,即那些在历史中衍生出来的有

自己的“常人文化”的群体 。(这些群体有些建立过自己的政权 ,有些没有。)

另外 ,从 20世纪 30年代起 ,在德国和法国学派民族学的影响下 ,中国民族学家的研究 ,

也不同于英美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 ,他们更注重文化传播与关系的探究 ,对于上古史

“民族” 、博物馆学 、物质文化 、神话关注得更多些。

20世纪 5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学 ,是此前中国的两个人类学阵营(即广为人知的

“北派”与“南派”)中的一些因素与前苏联民族志学的某种微妙结合。在民族学中 ,民族志的

研究单元 ,不再是“社区” ,也不再是“自然民族” ,而大抵可以说是“行政民族” 。既往存在的

方法依旧还是被沿用的 ,但因“行政民族”成为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 ,故此时的民族志 ,采取

“分族写志”的方法 ,依据的分类体系是“被识别的民族” ,这也就是我所谓的“行政民族” 。

要对中国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及流变有所把握 ,有几本近期出自不同学派的著作

值得比较阅读 ,包括: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　———派克 、布朗社会学

文集及学记》②,凌纯声 、林耀华等著《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③及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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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 ethnos 这个词后来渐渐与 ethnicity(族群性)相关起来的历程 , 见:Thomas

Eriksen , Ethnici ty and Nationalism:A 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 London:Pluto Press ,

1993。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区与功能　———派克 、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

[ 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凌纯声 、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 M] .北京:民族出

版社 , 2004.



堃《民族学调查方法》①。

时下从事民族地区人类学调查研究者 ,倾向于借用“社区研究”意义上的民族志 ,这无疑

是对于 20世纪 50年代产生的“分族写志”方法的一种回应 。这种回应有其合理性:以“行政

民族”为单元研究民族地区 ,政治色彩较浓 ,往往不利于学理上的分析 。不过 ,这种回应导致

的学术结果也有问题。我认为 ,问题主要是 , “社区研究法”的回归 ,使我们忘却了 20 世纪

50年代之前中国民族学的另一笔丰厚的遗产:以历史语言研究和民族学为中心的“南派”的

成就。这一派别的民族志研究单元 ,超越社区 ,更注重区系关系 ,对于文化的事物及历史关

注更多 ,在我看来 ,对于我们在民族地区展开研究 ,是有颇多启发的。

对于正要成为人类学从业者的研究生而言 ,在民族地区从事人类学研究 ,借助社区研究

法 ,将研究落到实处 ,是有必要的。但要进一步提升研究的质量 ,拓展视野 ,则有赖于民族学

方法 ,这一方法有助于我们对社区所处的自然与文化地区展开更广泛的研究。

什么是“民族学方法” ?除了基于民族志进行的比较之外 ,它还有什么含义? 20世纪前

期 ,中国学界“民族学方法”多依据“自然民族”的分界的圈定 ,而在德国民族学界则可以与

“民俗学”同义 ,指对“国内常人文化”的研究 ,在法国的一个阵营 ,则又指区域性的文化研究。

时下中国的民族学研究 ,不免还会保持其“自然民族”研究的独特性 ,但德式的“常人文化”研

究与法式的“地区文化”研究 ,也值得我们参考 ,前者其实为现代派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准则

作了最初的规定 ,就是指一种对于被研究者生活世界 、体制及思想的内部特征的研究 ,后者

则强调以地区而非民族为单位展开调查 。我认为 ,中国民族学也需要有其“常人文化”和“地

区文化”研究的内涵 ,不应局限于“民族” 。国外近期出现了重新思考民族学的两部文集 ,一

部是印度出版的名为《传统与传承:法国民族学的当代潮流及其与印度的相关性》② ,另一部

是 1999年爱沙尼亚举办的“20世纪 90年代民俗学与民族学的研究策略与传统”夏令营的

论文集《再思民族学与民俗学》一书③。

对于人类学研究者可以凭借直觉与研究确认的“自然民族”加以研究 ,一方面关注的是 ,

生活在研究地的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关注的是 ,他们与远近不等的其他人群

之间的关系 。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关系的 ,在某些情况下 ,人们长期适应于自然界的那些技

术与观念体系 ,也是人们用来与其他群体交往的东西 ,或至少对于他们与之交往的方式产生

深刻影响 ,在另一些情况下 ,人们与其他群体的交往方式 ,也可能反过来影响他们对待自然

界的方式 ,在通常情况下 ,这两种方式是同时存在的 ,不可相互割裂的 。民族学研究之所以

要重地区 ,是因为只有在多种方式并存的一个广大的空间里 ,这两方面的关系才是清晰可见

的;若是人类学研究者将眼光局限于一个社区 ,那么 ,他们便无法理解人群生活方式的普遍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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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学术史与形象史

　　西方的现代人类学派 ,多不重历史文献 ,这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 ,多数为所谓的“无文字

社会” 。

人类学家研究的许多地方 ,文字的确并非主要的表达和交流工具 ,然而 ,人类学家并不

能真的将自己的论述建立在自己的“第一手资料”之上 ,通常 ,他们的论述 ,多数是对所研究

地方与人群的文字记述的重新解释 。对于“无文字社会” ,这些记述是外来的;但对于“有文

字社会” ,它们则既有本地的 ,也有外来的 。为了将民族志研究打扮成一项“科学的发现” ,人

类学家既运用文字记述 ,又不承认这些记述在它们的文本中的地位。

近年来不少研究表明 ,在人类学家进入他们的“田野”时 ,不少被研究的群体已在文献中

有了自己的形象 ,尤其是在“有文字社会”中 ,文献的覆盖面 ,常可出乎人类学家的预料。

在中国 ,这个情况更是普遍。这里不仅汉字发达 ,而且 ,不少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文字。

(这一点兴许表明 ,用“民族”来指称人群 ,仍有一定依据 ,因为有了自己的文字 ,就是有了“文

化自觉” 。)另外 ,中国周边的国家及近代西来的探险家 、商人 、旅行家 、学者 ,在历史上对于中

国的“边疆”也有不少记述 。

近期西部出版了大量西人在中国内地的行纪 ,且有不少关于这些西人的人生与经历的

研究 ,这类研究的意义很大。

另外 ,关于“少数民族文献学” ,也有不少论述 ,其中 ,概论性的教材也出现了 。①

关于 20世纪前期国外民族学家的中国民族研究 ,应有更多的搜集整理工作。可喜的

是 ,近年 ,这项工作在西南地区已展开 ,值得细读的成果 ,如李绍明 、周蜀蓉选编的《葛维汉民

族学考古学论著》②。

在“有文字社会”从事研究 ,人类学家既要从事民族志研究 ,又得关注文献 ,难度较大 。

在中国民族地区研究中 ,有哪几类文献特别值得关注? 我认为有如下几类:

其一 ,当然是那些未并入正史的所谓“民间文献”了。这些散落的碑铭 、宗教文献 、谱牒

等 ,无论是对于我们研究被研究者的文化精神 ,还是对于我们把握当时的历史观念与进程 ,

都很重要。自 20世纪前期以来 ,中国民族学界已搜集与翻译了不少少数民族文献 ,这些文

献 ,对于人类学研究者而言 ,也弥足珍贵 。这类研究 ,在 20世纪前期的西方人类学中也颇受

重视 ,如美国当时注重语文学研究的人类学家如萨丕尔(Edw ard Sapie r),即有中国学生李

方桂 ,其与柯蔚南合著之《古代西藏碑文研究》③ ,堪称此领域的经典。

其二 ,历史上 ,在朝廷势力所到之处 ,都会建立方志体系 。方志固然是帝国意象的副本 ,

但不能因此而总是将它说成是与我们的研究无关的。至少 ,方志所呈现的地方世界作为“帝

国意象的副本”这一事实 ,值得研究 。④ 此外 ,在民族地区的汉文方志里 ,对于当地的地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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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物 、战争 、仪式 、物产 、贸易 、祭祀 、族群分类等等与人类学研究相关的事物 ,都有比较翔实

的记载 。过去的民族学研究 ,或后现代的族群人类学研究 ,都直接从远古越到近代看历史。

现存古代方志 ,则多数成书于明以后 ,记载许多宋以来的历史 ,这对于我们纠正那个越过“帝

制晚期历史” ,从上古直接进入近代的失误 ,是有很大帮助的 。

其三 , 20世纪初以来 ,大批中外民族学家 、汉学家 、考古学家 、探险家 、有综合学科素质

的学者 ,曾在广大的民族地区活动 ,他们也留下了关于民族地区的大量记述 。去一个地方从

事民族志研究 ,也要搜罗关于这个地方以前存在过的此类记述。其中 ,某些地方曾有民族学

家曾经专门研究过 ,并留下系统记述(如 20世纪 50年代民族学家为了“民族识别”与“民主

改革” ,展开过民族地区的深度研究 ,留下了丰厚的文献 ,这些文献之编排是按照进化论思想

进行的 ,但也在主流观念形态的框架下 ,保留了珍贵的资料)。如果是这样 ,那么 ,民族志研

究就必须基于对前人的研究的反思性继承来展开 。

其四 , 20世纪 50年代 ,各地县级以上单位 ,均建立过政协 ,政协成员有不少是政权更替

和时代更替的“中间者” 。政协编辑有文史资料 ,多数出自当地老一辈精英的口述 ,内容广泛

涉及当地的各种事 ,有不少与人类学研究的专题有关 ,如风俗习惯 、权威制度 、宗教等等。民

族地区的研究 ,尚需运用这些珍贵的记述 。

其五 ,除了以上主要的地区性文献外 ,尚有更加“随意性”的记述 ,如游记 、杂记 、野史 、诗

歌 、题记等等。

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不同 ,后者多数要对文字资料“去伪存真” ,所要的是被认为

代表“客观历史真实”的记载 ,而人类学的研究则不同 ,它对文字记述的研究 ,除了有历史学

的主旨外 ,还有其他 。透过文字记述 ,了解所研究事项的历史 ,固然是最主要的 ,但人类学家

也应关注到 ,研究民族地区的种种文献(有汉文的 ,也有非汉文的),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地理

解学术史与形象史 ,更有助于我们借助前人的记载 ,透视所研究地区的传统 。过去人类学的

学术史论述多集中于西方主流理论的译介 ,本地文字记述的人类学考察则能使我们看到学

术史的另一番景象 ,也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群与地方之间“族群形象”的相互关系。

民族地区研究与东部汉人研究一样 ,需要在历史人类学方面多下功夫 。这意味着 ,民族

地区的民族志研究 ,要基于可获文献提出假设 ,验证假设;另外 ,这又意味着 ,我们应注重看

文字记述与口承传统的相通性(二者均为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进而 ,更关注文字表达的文

化意义(包括文化“异类”的形象表达的文化意义)。要在民族地区作好历史人类学 ,也就是

要作好历史文献 、学术史与形象史的综合研究工作 。在很大程度上 ,西部研究地区性范式的

提出 ,依赖着这项综合研究工作的展开。

政治经济学在民族关系分析中的运用

　　对于民族地区的族间关系研究 ,我有一点感想 ,即 ,政治经济学派的人类学观对于我们

的分析是有用的 。这个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最为密切 ,但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有了新的

开拓。例如 ,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上 ,这个学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我们指出 ,现代

人类学出现之前 ,被人类学家研究的种种“对象”(主要是“原始人”与“古史社会”),早已与其

他“对象”产生过密切交往关系 ,且这些关系 ,是不平等的 。这些关系到了近代产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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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欧洲中心的近代世界体系的出现 ,人类学“对象”都被纳入到一个中心———半边缘———

边缘的政治经济等级秩序中来了。这个学派过于悲观地看待人类的未来 ,相信 ,民族与文明

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将成为一个世界制度 。我认为 ,尽管这个学派存在这个问题 ,但它对于

我们思考国内民族关系问题是有重要启发的 。

要理解这个学派的基本内涵及其在人类学中的运用 ,可参阅人类学大师沃尔夫(Eric

Wolf)的大作《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①。

我认为 ,在民族地区研究中 ,人类学研究者可借用宏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对“多元一体

格局”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虽则实现民族平等是我们的理想 ,但研究者有必要看到 ,在现

实社会生活中 ,等级化的层次是存在的。东西部各地 ,层次化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在东西部

各类民族关系中 ,也存在程度不一的阶层化 。一盘棋地看中国民族关系 ,我们可以发现 ,这

其中也存在政治经济学派所谓中心 ———半边缘———边缘的格局 ,而大小不一 、政治经济上的

重要性不等的城市及围绕城市形成的城乡关系体系 ,恰是这个格局的枢纽 。

民族地区的城市 ,曾与其他地区的城市一样 ,文化上是多元的 ,又常是政治 、军事 、宗教

力量汇合的地方 。自 20世纪 50年代以来 ,出现了“城市民族化”的现象(城市中 ,那些不属

于其所在地“民族身份”的文化因素 ,常被排斥或清除),但民族地区的城市 ,并未因之消除自

身的“中心性”。这些城市是中心向边缘过渡的中间 ,其内涵的融合性本难彻底消除 ,其同样

内在的政治经济中心性是值得我们分析的。

作政治经济学式的分析 ,有以上宏观的方法 ,但也可以是微观的。人类学家从事民族志

研究 ,所到之处都可以说是一个“地区性的世界” ,研究这个“世界”中层次分明 、内外上下关

系密切的事实 ,都能说明 ,中心 、半边缘 、边缘的政治经济学区分是合理的。即使是在一个村

寨里 ,我们所研究的人之间 ,也存在这种区分:有的人更“外向” ,与“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体系

关系更为紧密 ,也因此 ,身份比他人高些;有的更“内向” ,更像“土著” ,因缺乏“机会” ,而生活

在社会的“底层” ;而更多的人 ,必须穿行于内外之间 ,生活于“半边缘状态” 。人之间的差异 ,

有时是普遍适用的意义上的 ,有时则与族群性密切相关 。

过去中国的民族关系研究 ,强调民族间的“友好关系” 。在本意上 ,这是善良的 ,但学术

研究不应等同于政治慈善心的重复论证 ,分析社会事实意义上的现实存在 ,才是学者的本职

工作。有鉴于此 ,我认为 ,在民族地区的民族志研究中加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有助于

我们更准确地认识和理解现实 。

当然 ,这不是说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就是真理 ,我只是相信 ,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学式

研究完全有可能对这一学派提出重要补充 ,其中一点补充正是 ,当族群问题与政治经济问题

结合在一起时 ,这个结合也便是文化问题 ,而这是政治经济学派关注得不够的。这个学派似

乎认为 ,历史上的地区性大体系 ,因生产力与意识形态的制约 ,而无法成为世界性的体系 ,而

近代的世界体系 ,基于生产力与意识形态的突破 ,具有了世界性 。众多研究表明 ,这个结论

下得太早 ,在所谓“全球化”的今天 ,文化差异仍然存在 ,并可能表现为“文明的冲突” 。民族

地区的文化问题也是政治经济问题 ,反之亦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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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对于我们研究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格局下地区文化的内外关系 ,人类学大师萨林

斯(Marshall Sahlins)的大量人类学杰作 ,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其《历史之岛》①及《“土著”

如何思考》②尤其值得一读 。

从族群性到“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

　　中国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问题与文化问题 ,已引起海内外人类学界的高度重视 。在 20

世纪 80年代之前 ,国内一般想当然地看待“被识别的民族” ,对之没有反思;而在国外 ,则出

现了相反的意见 ,不少人类学家认为 ,在“民间”存在着某些不同于“民族”的“族群性” ,这种

身份的认识是老百姓自己的 ,往往与人为的、政治的“民族”形成反差或相互抵牾的关系。国

外另外一些学者 ,则侧重“民族”的人为性 、政治性的揭示 。关于“族群” ,既有人类学已提出

原生论 、建构论 、工具论的解释 。侧重批判“民族”概念的学者 ,多结合建构论和工具论来反

思这个概念 。

身份认同问题是文化的关键问题之一 ,但老是纠缠身份认同问题 ,易于使人类学研究者

将眼光局限于某个层次 ,难以在民族志的研究中施展其学科整体把握的力量 ,更难以真正将

族群问题放在更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与文化问题中考察。因而 ,在我看来 ,在民族地区从事

人类学研究 ,还是要先从以上谈到的民族志、文献 、政治经济关系入手 ,深入当地的世界中 。

要理解族群性与地区研究结合的可能性 ,人类学大师巴思(Frederick Barth)的有关著

作《族群与边界》③很重要。

而要基于地区性研究从内部理解任何群体对于自己所处的地方的感受与见解 ,则需参

考地方感的现象学的研究④。

“深入当地的世界中”不是要抹杀一个事实 ,即 ,即使是最古老的族群 ,也是在与其他族

群的关系中形成的 ,更不用说现存的族群了 。怎样理解族群之间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提供

了一个角度 ,它能使我们看到 ,族群大小不一 、势力不等 ,那些有集中的王权体系的 ,在历史

上已取得某种地区性的支配地位 ,且围绕着自身建立起当地的“世界体系” ,将弱小族群纳入

自己的“势力范围”中 ,而这类王权体系有的在能进一步扩大为区域性的帝国时 ,则又可能将

小型王权体系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

怎样理解族群关系的这一超族群的等级秩序 ?过去的西方社会科学建立在一种基督教

的“公正论”基础上 ,反对一切等级 ,但据一些人类学家研究 ,这种所谓“公正论”的基础其实

是抹杀群体性的个体主义 。人迄今为止都生活在社会层次分明、相互关联的现实中 ,要彻底

清除等级区分 ,是不可能的 ,也不见得就一定是人的使命。虽则基督教的新教把普遍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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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视作是“解放全人类”的思想武器 ,但这种个人主义及其附带的“公正论”可能才是有问

题的。我认为 ,政治经济学派也有个人主义的问题 ,它见到世界体系的不平等格局 ,就立刻

要采取逆反态度来揭露之 。我认为 ,我们只能在现实的限定内展开研究 ,而现实要求我们作

更具体的比较:是否存在着某些根基较深 ,相对有益于人的和平共处的关系体系? 我认为 ,

如果有的话 ,那么这种体系一定是一种能包容不同文化的文化 ,也就是说 ,它一定是“由不同

文化构成的文化” 。

我们说 ,中国是一个民族意义上的“多元一体格局” ,①这就是说 ,中国是一个“由不同文

化构成的文化” 。我认为民族地区研究 ,应该重视在深入细致的民族志 、历史与关系研究中

探究“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之历史可能。“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可能被等同于“帝国”

的政治一体性 ,因之 ,我们当中会有不少学者主张 ,中国是“文化多元” 、“政治一体”的 。不应

否认 ,历史上“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总与帝国的政治一体性相关 ,而其他的可能 ,似乎只

与普遍主义宗教(即所谓“世界宗教”)相关。我认为 ,“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既不是帝国

概念可以形容的 ,又不是普遍主义宗教可以实现的 。帝国往往与文化有关 ,但其主要所指 ,

是军事 、政治 、经济性质的东西;而普遍主义宗教 ,则明显不同于我所说的“由不同文化构成

的文化” ,它们包容“他人” ,却不包容“他心”。我们可以把超越族群与文化的体系称作“超社

会体系” ,但要看到 ,这种体系有好些类型 ,除了帝国型 、普遍主义宗教型之外 ,恐怕还是会存

在某些“另类” , “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指的就是这一“另类” 。从理想上说 ,它是既能包容

“他人” ,又能包容“他心”的“超社会体系” ,我简单称之为“文明”。

“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固然是一个理想形态 ,但民族地区给我留下的印象是 ,它在历

史上似乎存在过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理想形态的现实基础的因素 。族间通婚固然是我们最

易于注意到的因素之一 ,但除此之外 ,还有其他 ,例如 ,在局部的战争中仪式与通婚的因素 ,

在贸易中表现出的对于其他族群的依赖与信任 ,在宗教信仰上广泛存在着的信仰混合性与

对“外来宗教”的向往之心 。这些表面上看起来极端不同的社会生活形式 ,常被我们分为“暴

力性的”和“秩序性的” ,但在历史和现实中及在人们的观念中关系紧密。我认为 ,民族地区

的人类学研究 ,既是经验研究 ,又是伦理研究 。关注通婚 、贸易 、宗教 、战争 ,有助于我们展开

经验研究与伦理研究 ,而这些研究都必然会触及“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概念 。

比较宗教-政治学 、城镇史 、人物史

　　与历史学不同 ,人类学是一门关注现实的学科;而不同的人类学家 ,研究现实的方法又

有不同 。在我看来 ,人类学既不是对现实的“浅描” ,又不是与现实无关的历史研究 ,人类学

要实现对于现实的“浓描” ,有必要赋予现实一定的历史深度 ,却也有必要将历史视作与现实

有关的“记忆”。

在民族地区 ,展开既有历史深度 ,又有现实意识的人类学研究 ,对于我们寻找“由不同文

化构成的文化”的种种可能的模型提供了基础 。

我的印象是 ,文化之间的不同 ,有一个重要方面 ,这就是 ,在宗教-政治的范畴内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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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比较长期地处在横向的内外关系中 ,其社会构成的总体形貌 ,基础是群体间的互动 ,有

的文化因本土或外来的原因 ,而在总体形貌上 ,更倾向于上下关系这个纵轴 ,这种文化的社

会构成 ,往往与发达的王权意识有密切关系 ,有的文化的总体形貌是纵横交错的。我深知 ,

对文化差异作这样的论述 ,问题颇多。我充分意识到 ,所有文化都是上下内外关系的复合

体 ,因而 ,作这样的区分 ,只不过是相对的 ,不是绝对的 ,其宗旨在于理解“由不同文化构成的

文化”的历史可能。

我认为 ,所有的所谓“民族” ,都具有“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 ,不能简单地说 ,一个民族

只有一个文化。但不同“民族”“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又有其各自特征 ,这一特征的形成 ,

与其理想型意义上的“横式” 、“纵式”或“纵横交错式”形态是有关系的 。从一定意义上讲 ,我

所喜欢的史禄国(Sergi Shirokogo roff)、石泰安(R.A.Stein)、拉铁摩尔(Owen Lat timore)分

别写的三部同样恢宏的著作 ,即史禄国的《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①、石泰安的《西藏的文

明》②及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③ ,很像是对这三种形态的专门研究 。其中 ,史

禄国笔下的北方通古斯 ,不断地处在与自然界和临近“民族单位”的互动与适应中 ,带有明显

的“横式”特征;石泰安笔下的西藏文明 ,虽则有其“封建基质” ,但王权与宗教在凝聚文明方

面起的作用 ,易于使人想到“纵式”的形态;而拉铁摩尔笔下以长城为界区分的农耕与草原二

元结构 , “纵横交错” 。要对民族地区进行更有历史深度和文化厚度的研究 ,这些著作显然极

其有用 。

从比较宗教-政治学角度 ,考察民族地区历史上有过的神圣性与权威性的不同形态 ,对

于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文化体的形貌 ,是很重要的 。这项工作的宏观层次 ,是对印欧式的王

权神话与“华夏式”的“天下神话”的比较 。我们的许多“少数民族” ,是介于二者之间的 ,但要

理解这个中间范畴 ,有必要对欧亚大陆的“大类型”作更为清晰的比较 。这项工作的相对微

观的层次是地区性的 ,这个层次的研究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大类型”之外的其他形态 ,

在经验基础上理解“理想型”如何与现实选择关联起来 。

关于以上这点 ,可参阅我的近作《中间圈》④。

为了理解“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 ,我们应该在一定“地点”上展开民族志和历史学的

研究。哪些是更合适的“地点” ?在我看来 , “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是普遍现象 ,在任何级

别的地点 ,都是存在的 ,因而 ,即使我们展开的是村寨的研究 ,也可以看到这种综合体的影

子。不过 ,相比较而言 ,我认为有些“地点”还是比其他“地点”更集中地表现这种综合体的特

征。

民族地区历史上的城镇 ,有些是先在资源与交换的经济史中有了雏形 ,后在频繁的贸易

与文化交互关系中发育而成的 ,有些则是帝国出于军事控制与行政需要先设置为“城” ,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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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化为“市”的。从原初状态看 ,前一种城镇 ,具有更多的经济色彩 ,后一种城镇 ,具有更多的

政治色彩 ,一种是以市场为中心的 ,一种是以衙门为中心的。但我们所见的城镇 ,多数为两

种类型的合一 ,既有经济内涵 ,又有政治内涵 。在这个意义上 ,城镇已是一个综合体和不同

力量的汇合所。另外 ,值得关注的是 ,尽管 20世纪 50 年代“民族识别工作”开展以来 ,民族

地区的城镇出现了“民族化”的现象 ,但这些城镇的原型 ,多数是多民族 、多文化 、多宗教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 ,这样的城镇 ,恰是我们探寻“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化”的良好场所。研究民

族地区的城镇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没有脱离于其他族群的族群这个重要的问题。

西部历史上的城镇 ,不少又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的节点 ,对这些节点进行深入的历史与民

族志调查 ,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王权神话与“天下神话”两个大类型如何产生关系 。(这个

意义上的关系 ,可以是和平的 ,也可以是战争的 ,但二者的结果一致 ,都是交换性的关系。)

关于城镇研究 ,地理学与历史学做了许多工作 ,其中 ,我认为汉学大师施坚雅(G.Wil-

liam Skinner)以下著作特别重要———《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①。另外 ,芝加哥学派社会学

奠基人之一派克(Robert Park)对族群社会学界有深远影响的“人文区位学”方法 ,也值得参

考。②

我认为 ,与城镇研究异曲同工的是人物史的研究。所谓“人物史” ,就是所研究地区中的

头人 、宗教领袖 、文化精英 、重要商人 、军绅等类型的出类拔萃之人的人生史 。与城镇一样 ,

民族地区出类拔萃的人物 ,汇合了各种“类型” ,他们的生命 ,可谓恰是“由不同文化构成的文

化”的表达 。这些人物带有“民族主义”或“本土主义”的性格 ,有时 ,带领其所代表的群体抵

制 、排斥 、侵袭其他群体 ,是他们之所以成为“人物”的“本钱” 。在他们的人生中往往有丰富

的跨文化活动 ,而其成为权威性的人物 ,乃因他们有跨文化的能力与经验。

民族地区的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 ,自身构成了某种“地点” ,汇合着不同的宗教-政治类

型。通过文献与口述史的综合研究 ,探究他们的人生史 ,定能发现 ,他们在宗教 、战争 、贸易 、

文化诸领域有着自己的特殊地位。了解这种特殊地位 ,能使我们更具体地把握地区性的文

化动态 。

人物史研究对人类学是一个挑战。作为近代社会科学的组成部门 ,人类学局限于“集体

叙事” 。研究人物 ,是否就是在否定“集体叙事” ?我看不见得。原因很简单 ,没有一个人物

不是社会人物 ,其之所以成为人物 ,必然有“集体性的原因” 。过去人类学与历史学有一个鲜

明的区别 ,人类学研究“文化的性格” ,历史学通过事件与人物的“堆积” ,研究“文化转变”的

过程。尽管学科有区分 ,但人的生活总是“混沌”的 。社会科学如何真正面对人的生活的“混

沌” ? 人物史研究对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是有助益的。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走访民族地区 ,我发现 ,虽则汉人地区的学者老是宣扬自己的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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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范 ,但相较于汉人地区 ,民族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色彩 ,还是要浓厚得多 。这是不

是说明 ,生活在民族地区的人就是比生活在非民族地区的人“自然” ? 对于这个问题 ,我的态

度是双重的 。

我觉得 ,将“少数民族”视作是与自然贴近或生活在自然中的人 ,是西方人类学 19世纪

以来的一个误区 。西方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是“原始人” ,而所谓“原始人” ,常被理解为“自然

人” 。其实 ,就我们所知的历史来看 ,不存在不曾与文明接触过的“原始人” 。中国的民族地

区更是如此 ,这里生活着的人们 ,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文明接触过 。20世纪

50年代后期 ,中国民族学家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论 ,

将少数民族的社会形态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 、农奴社会 、封建社会等 ,其中 ,真正属于“原

始社会”的例子 ,其实很难找到。从我的角度看 ,社会历史调查告诉我们 ,民族地区的多数

“社会” ,都与经典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人”相去甚远。我们是可以从狩猎-采集群体的民

族志中看到“自然人”的影子 ,但是这些民族志又告诉我们 ,这些“自然人”其实也与周边的市

镇与衙门有着密切的交往关系 。因而 ,我感到 ,想在民族地区发现“自然人” ,并借此反观文

明的“去自然化” ,是有问题的 。

另一方面 ,我又觉得 ,相比于非民族地区的开发主义 ,不少“少数民族”又的确是明显地

置身于自然中的 。从政治经济学派的角度看 ,其“置身于自然中”的特征 ,恰为开发主义的非

民族地区将民族地区界定为自然资源的来源地提供了理由 。也便是说 ,民族地区“少数民

族”的“自然性” ,恰是非民族地区对于民族地区的资源过度利用的基础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

说 ,多数的“少数民族”因宇宙观和宗教的原因 ,常把自然界的物体视作像人一样有生命和尊

严的活生生的东西 ,这就使他们相对更有生态主义的生活价值观 。另外 ,也是因宇宙观与宗

教的原因 ,多数的“少数民族”并不同于开发主义的“非少数民族” ,他们没有发展出“剩余价

值”的再投入的机制 ,而将生产的“剩余价值”风险给了祭祀活动 ,这就使其文化的破坏力大

大受到约束 。因为有这些原因 ,所以 ,相对于“非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确实还是有“置身于

自然中”的特点的。

我对“少数民族”到底是否比“非少数民族”更亲近自然这个问题所持的矛盾观点 ,不是

我个人的 ,它是我们中国的整体问题的一个投射。而无论如何 ,我认为 ,民族地区的人类学

研究应有研究民族地区人与自然关系的紧迫任务。在开发主义不断膨胀的今天 ,如何处理

这一关系 ,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国民族地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 ,应是这个世界性课

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认为 ,对于理解民族地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人类学家英格尔德(Tim Ingold)的

《对环境的看法》 ,会有不少帮助。①

如何研究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兴许有些学者会坚持

认为 ,在民族地区可以发现一种人置身于自然中的状态 ,这一状态 ,完全不同于人类中心主

义的文化观 。兴许有另外一些学者更注重从文化观出发 ,因认为不存在完全脱离人的思维

的自然 ,而更侧重研究民族地区的人文世界对于自然世界的“观念表达”。对于两派学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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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天空与大地的一切事物 ,都构成某种人类学应当集中探究的“景观” 。我对于这些“景观”

的研究 ,采取乐观其成的态度 。

在西方人类学中 ,出现过分类 、交换及政治经济学的人-物关系论。其中 ,第一种注重

研究不同民族对于他们所需“适应”的物的世界的分门别类 ,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可谓是

这类研究的最好概括;①第二种注重研究物与人难以分割的存在 ,特别是研究物在人之间的

流动如何表达人之间的关系;②第三种 ,建立于第二种研究的基础上 ,试图超脱于此 ,更集中

研究与物的生产与交换密切相关的人的关系的等级性 。③

既有的人物关系的人类学研究 ,多数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 ,他们要么考察分类的文化

体系 ,要么考察通过物表达的人的社会性 ,要么考察人间的不平等在物生产与消费制度上的

表现。我心存对于“人置身于自然中的状态”的向往 ,而这种状态是人类学研究得比较少的。

与此同时 ,我又认为 ,对于这一状态的研究 ,有必要与比较宗教-政治学 、城镇史 、人物史等

人类学一般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

人类学如何在天地境界与文化的道德境界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我认为 ,民族地区的研

究 ,存在着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基础。

与此相关 ,我需表明 ,对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识 ,我有矛盾心态。我对于人与自然

之间关系的有关看法 ,深受费孝通先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一文④的影响。我

同时感到 ,我们不应停留于对中西文化之别的对比研究上 ,而应将这项研究 ,与民族地区研

究结合起来。作为汉族学者 ,我易于滑入一种信仰 ,即“天下神话”比王权神话更亲近于自

然 ,但实地的观察又使我怀疑 ,兴许是那种视任何物为“神王”的显圣物的王权神话 ,才真正

有益于人与自然的和平相处。是哪条道路在通向文化与文化的汇合之同时也通向人与自然

的汇合 ?我从 1999年开始在民族地区作一点走访与游历 ,这一经验给我增添了疑惑 。我深

信 ,对于这一疑惑的进一步讨论 ,将大大有益于我们拓展民族地区人类学研究的视野 。

自 20世纪 20年代英国人类学大师拉德克里夫-布朗借用法国年鉴派社会学理论对人

类学进行社会学化以来 ,社会人类学成为世界各地人类学研究借助的主要模式 。自 20世纪

30年代以来 ,中国东西部研究 ,也深受这一模式的影响。

近年来 ,对于社会学化的人类学 ,国外学者给予了批评 。批评的目的 ,不是破坏 ,而是重

建。有不少国外同人认为 ,基于社会学化之前的民族学 ,建立新的“文化人类学” ,是人类学

的下一步发展所必有的步骤。为此 ,不同学者对于该如何重建民族学提出了不同看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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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法国学者可能基于法国民族学的地区研究重建民族学 ,受德国文化论影响的其他国家的

学者 ,则可能选择从“民俗学”角度来重建民族学 。① 我认为 ,中国民族学有自己的传统 ,对

于民族地区的研究 ,是我们的传统。如何基于“少数民族研究” ,尤其是综合“旧民族学”的史

语研究与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来重新思考民族学 ,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使命 。

前面 ,我综合他人的看法 ,对人类学研究者参与民族地区研究时可借助的方法及可研究

的课题 ,提出了一点一己之见 ,主张在民族地区研究中结合民族志方法与文献学方法 ,结合
政治经济学方法与文化研究方法 ,也主张集中进行比较宗教研究 、城镇史研究 、人物史研究 、
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 。

我所说的这些不是什么新东西 ,我之所以用自己的方式重申某些既存的研究观念 ,是因
为我相信中国人类学面临一个建立新民族学的使命 ,也是因为我相信所谓“新民族学”只有
建立在“旧民族学”基础上才是可行的和有扎实基础的 。为了建立“新民族学” ,在国际视野

下 ,重新思考 20世纪前期中国学者所作的重要铺垫的意义 ,是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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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Chinese Mythology in 20th Century:Introduction to the

Selected Works of Chinese Mythology(Reset and Enlarged Edition)
Liu X icheng

Abstract:Chinese my tho log y is the product of modern thoughts such as nationalism and civ ilian conscious-

ness and Occidental learning.Jiang Guanyun published My th:the Charac ter s Nurtured by H isto ry in 1903 ,

which advocated my thological va lues o f"advance people's taste and agitate people's mo rale".Xia Zengyou ,

Luxun and so on fo llow ed.From then on , Chinese my tholog y made a star t.The spr ead of w este rn anthropo-

log ical my thology in China in 20s and 30s contributed grea tly to the primary establishment o f my tholo gy.

Actually , Chinese my tho log y has tw o main sources:one is w este rn anthropolog ical my tho log y ba sed on the

fieldwo rk in non-western socie ties;the o the r is the native my tholog ical theo ries orientated to co llect leg-
ends about magic and w eird things.Combining the se tw o thoughts tog ethe r , the Chinese my tholog y w as anti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ince it w as cr eated.I n 20s , the fir st climax o f Chinese my thology came w ith Ku-

shih-pien mytholog y , field w ork and lite rary studies.In 40s , the second one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

g ra tive study of my ths reco rded in ancient books and the myths of mino ritie s by southern-west scholars ,

which opened up a new era of tex t study and comprehensive resea rch.In 80s and 90s , the Chine se mytholog y

began to transfer f rom tex t study to field research and the academic conceptions and methods have also been

changed.The academic ideal o f creating a Chinese mytholog ical sy stem propo sed at the star t o f 20th century

has almost been accomplished a t the end o f tha t century.

Key words:nationalism , Occidental learning , anthr opological schoo l , comprehensive study , my tholo gical sy s-

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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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要理解法国与德国民族学传统的差异 ,可比较前引之 Lo tika V aradarajan and Den-

is Chevalier 主编的 Tradit ion and T ransmission:Current Trends in French Ethnolo gy 及

Pille Runnel主编的 Rethinking Ethnolo gy and Folkloris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