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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

◆高丙中

[摘　要] 　在过去二十年里影响深远的《写文化》中文本终于要出版了 ,作者借此机会成文 ,略述民

族志在三个时代的发展 ,在业余民族志 、科学民族志和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理解《写文化》一书的学

术位置 。文章也介绍了《写文化》从研讨会到论文集过程的基本信息 ,特别介绍了文集没有收入的松顿那

篇把分类看作整体性修辞的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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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Perio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Ethnography
———T ranslator's Preface to Writing Culture

GAO Bing-zhong
(Bei j ing Universi ty , Bei j ing 100871 , China)

Abstract:The Chinese version of Writing Culture , w hich has had far -
reaching inf luence over the past tw o decades , i s to be published.The translator

t ries to sum marize the development o f ethnog raphy in the three periods so as to

help readers understand the academic sta tus o f this book in the evo lution proce ss

f rom amateur ethnog raphy to scientif ic ethnog raphy and to re thinking ethnog ra-
phy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s the com piling process of this book from an aca-
demic seminar to a finished colloquia , and specially recommends Robert Thornton

's paper Classif ication as Rhetorical Trope in Ethnographic Wri ting that is
m issed in the co lloquia.

Key Words:Writ ing Cul ture;ethnog raphy ;rethinking

一

这
里介绍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

(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 raphy)是一次研讨会的论文集。

1984年 4月 16 ～ 20日 ,十位中青年学者 ,其中八个

是人类学家 ,一个是历史学家 ,一个是文艺学家 ,会

聚在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的美洲研究院

(School of A merican Research),召开了一个题为

“民族志文本的打造”(“ The Making o f Ethnog ra-

phic Tex ts”)的研讨会 。与会者当时都已经在民族

志的文本分析和实践创新方面做出了独到的成绩 ,

无疑是探讨民族志问题的一时之选 。在一周的工作

日里 ,每个与会者在预先已经认真研读过与会论文

的基础上 ,专门承担一篇会议论文的审议和批评 。

这种小型专题研讨会是非常有成效的知识生产机

制 。充分准备 ,坦率批评 ,深入讨论 ,会后各人对论

文认真修改 ,最后汇编成书 ,让学界在 1986 年见到

了公开出版的《写文化》一书。

《写文化》问世后立即在人类学界产生了爆炸性

的反响 ,爆炸的余波也逐渐冲击到整个人文社会科

学界。在过去二十年里 ,它成为国际人类学界被引

用得最多的一本书。一些资深人类学家因为认为它

对以参与观察为途径的经验研究的反省破坏了科学

民族志的学术基础 ,对它颇为不满(M arcus , 1998:

＊ 本文是詹姆斯·克利福德 、乔治·马库斯,等著 ,高丙中 、李霞 、吴晓黎 ,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的译序 ,北京:商务

印书馆 , 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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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 232)。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 ,即它在

20年的时间里证明自己是民族志进入一个多元发

展时代的主要推手。

二
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

阅读 ,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 。在千百年的文献

里 ,民族志的文章形式可谓千姿百态 ,内容可谓千奇

百怪 ,很难进行分类 。但是从作者的异地经历的参

与深度和讲述心态来看 ,民族志的演进大致可以划

分为三个时代。

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是自发性的 、随意性的和

业余性的

有文字而又重文献的民族大都有自己的文化特

色的民族志 。中国史籍中的“蛮夷”传(偏重纪实

的)、《山海经》中描写远方异族的文字(偏重想像的)

可以归入此类。在西方追溯民族志的历史 ,希罗多

德被推崇为最早的民族志作者 。各个民族在文明的

较早时期对异族的描述多有想像的内容 ,不仅是中

国的《山海经》描写异形人 ,西方早期关于异族的记

录也有这类想像 ,如对无鼻种族的描述 ,对嘴小到要

用麦秆吸食的人种的描写(Osw alt , 1972:14)。在

中世纪 ,一些商人和朝觐者在东方旅行的见闻 ,如

《马可 ·波罗行记》 ,是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民族志的

代表。在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之后 ,大量出现的民族

志才主要以无文字的原始部落为对象。探险家因为

主要以地理发现为目标 ,与土著只有短暂的遭遇 ,又

不懂当地语言 ,所以对土著的描述都很肤浅 。其中

一些探险活动与土著的联系受到后世人类学家的关

注 ,如库克(James Cook)船长在 1768 ～ 1779年对太

平洋岛屿的探险 。其中一些著述被后来的民族志学

者所重视 ,如赫恩(Sam uel H earne , 1745 ～ 1792)提

供的关于加拿大西北部奇帕维安印第安人的知识成

为关于这个部落的最早的民族志知识(H earne ,

1795)。他描写了他们的季节性活动 、超自然信仰体

系 、对爱斯基摩人的抢掠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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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是到土著地区居住的西方人所编写

的民族志报告。一种情况是作为俘虏或者是作为意

外后果而被迫在土著社会生活较长时间 ,后来侥幸

跑回白人社会 ,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讲出来 ,写成有

较好的资料价值的民族志 ,它们关于异族生活的记

录相当准确 、具体而生动(Osw a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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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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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w alt , 1972:

41)。他们生活在当地 ,但是知识兴趣的褊狭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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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已有的民族志记录的缺陷。所以他积极参与编

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年初版)(Notes and

Querie s on Anthropo logy , fo r the U se of Travel-

lers and Residents in U ncivilized Lan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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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ck-

ing , 1995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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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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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提高民族志的信息质量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但是 ,人类学收编民族志 、提升民族志 ,需要

一个积累的过程 ,还需要一个“文化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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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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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rry ,1972)专门研究了英国人类学

界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人类学笔记和问询》从

1874年到 1912年期间四个版本的改进。第一版由

泰勒等人执笔 ,其目的是指导旅行者对原始人进行

准确的人类学观察 ,提供信息供英国国内的人类学

者进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版的民族志部分的

引言是由大英博物馆民族志部的里德(Charles H er-

cules Read)撰写的 ,他在此提出了长期田野作业的

命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 ,对构成本书的主体的询

问题目哪怕是给出浮泛的答案 ,也有必要长期持续

地居住在土著人之中(a long cont inued residence a-

mong native folk)”(Urry ,1972:48)。在这个期间 ,

像支配英国人类学的泰勒这种人文学科背景的学者

逐渐被自然科学训练出来的学者所取代 ,其代表人

物是哈登 、赛里格曼 、理福斯等人 。在他们这些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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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第四版的相关章节已经对田野作业的语言要求

和一年周期的时间要求给出了明确的说法。1912

年的第四版与以前不同的是 ,它更像是主要为受过

很好的专业训练的观察者而非旅行者准备的。马林

诺斯基是带着这个手册去他的田野的。虽然他后来

曾经把这个手册视为他的科学方法的反面教材

(Malinow ski , 1944:27),但是他身后被公开的日记

证明他是一边做田野一边参考该手册的 ,他甚至在

一个段落里两次提到翻看该手册:

我写日记 ,一边看《人类学笔记和问询》 ,一边试

着综合我得到的资料 。准备出门。晚餐。在这期间

试着把谈话引到民族学主题上 。晚餐后与韦拉卫简

单地谈话。又读了几页《人类学笔记和问询》 ,装好

照相机 。然后我到村子里去;月夜皎洁。 ……(Ma-

linow ski , 1967 :30)

这个手册的新版本的系统指导以及马林诺斯基

的个人际遇使《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成为民族志的一

个新时代的标志 。

马林诺斯基于 1884 年 4 月 7日生于奥匈帝国

统治下的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ow),在 1902 年进

入大学读物理学和数学 ,并对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

从基本的学科底子来看 ,他应该是一个受到现代科

学专业训练的学子 。1908年 ,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summa cum laude , Ph .D .),其具体的专业领域是

物理学和数学。他在 1910年进入英国的伦敦经济

学院 ,作为一名研究生加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行列。

此时的英国学术界大兴实地调查之风 ,其调查模式

不外是在短时间里(几天和几周)借助翻译询问土著

中的知情人 。1914年 ,赛里格曼(Charles Seligm an)

教授帮他弄到了一点资助 ,马雷特教授(R.R.M a-

ret t , 1866 ～ 1945)等人正好要到澳大利亚开会(the

Brit ish A 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

ence),安排他做会议秘书 ,他的旅费由澳大利亚政

府掏 。他们在 1914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

年 7月 28日～ 1918年 11月 11 日)爆发之前起航。

学术会议结束后 , 他开始去做实地调查 , 这时是

1914年 9月 12 日。由于世界大战的形势 ,他在澳

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一直呆到 1920 年。他在当地属

于敌国公民 ,所幸他的一位老师哈登(Alfred H ad-

don)把他推荐给了他的私人朋友汉特(Atlee H unt)

这位澳大利亚政府的高级官员(Secretary of the De-

partment of External A ffai rs o f the Comm onw ealth

Government of Aust ralia)。他写了许多封信给有关

人士为马林诺斯基要经费 ,要通行证 ,在不利于马林

诺斯基的谣言兴起时(如说他同情德国 ,不值得信任

等),为他说话(Young ,1988:5)。

他在 1914 至 1918 年之间以澳大利亚为根据

地 ,先后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 ,三次调查花去了

他两年半的时间。他第一次的调查依靠翻译 ,第二

次和第三次的调查都是直接使用当地土著的语言 。

这段经历及所获资料构成他一系列著作①的基础以

及他 1920 ～ 1938年在伦敦讲学的核心。他的这些

著述和教学活动作为榜样被后学所追慕 ,成为现代

人类学的学术规范的核心内容。

马林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导论”中

总结自己的田野调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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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者在发生学上

的分离或者分工 ,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 ,终于由马

林诺斯基在自己身上第一个完美地达到合一。在此

前的努力过程中 ,两个研究项目值得特别一提 。在

1898年 ,哈登率理福斯(W .R.Rivers)、赛里格曼

等人在托雷斯海峡(Tor res S trait)周围对土著进行

实地考察 ,其调查方式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通过翻

译询问土著中的知情者有关的问题 ,记录下答案作

为研究资料 。这种资料对于描述社会行动和复杂的

情景来说 ,往往是过于简略了。这是人类学家主动

去现场获得资料的开始 ,是人类学界把资料员和研

究者的身份合一的努力的开始。随后 , 理福斯在

1906年出版《托达人》(Rive rs ,1906)。这是他在印

度的一个部落进行约半年的实地调查之后完成的 。

他在方法上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但是在时间上

没有达到一年的周期 ,他也未能生活在土著人之中 ,

搜集资料依靠的也是翻译 。马氏检讨了这种调查工

作的局限 ,指明了克服其局限的必由之路:人类学家

去土著村落里生活 ,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

员和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而为一(马林诺斯基 ,

1922/2002:6 ～ 7)。成功地达到这个目标的首要原

则是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而无需其他白人的介

入 。他自己当时的做法是把帐篷搭建在土著的村落

之中 ,与土著保持“亲密接触” 。真正生活在土著之

中是与偶尔钻进土著人群询问若干问题在效果上是

全然不同的 。与询问相比 , “参与其生活进行观察”

在获得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上是非常不同的 。一些现

象靠询问是根本无望获得的 ,只能在完全具体的现

实状态中被观察 。

“科学民族志”保证田野工作质量的其他条件是

较长时间的实地生活经历以及对土著语言的掌握和

熟练使用。据马林诺斯基自己回忆 ,他起初进入村

子 ,只能用洋泾浜英语寒暄 ,自己很难与土著进行细

① 如《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 《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

(1927),《原始社会的性与压抑》(1927), 《野蛮人的性生活》(1929),

《珊瑚园艺及其巫术》(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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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而明了的对话。他逐步试着采用土著人(Kiri-

w inian)的语言工作 ,开始在做记录时直接以转译法

将土著的陈述要点转移为自己的语言写下来 ,可是

转译常常将语境自身所有的重要特征消磨殆尽。他

慢慢地不得不以土著语言把重要的短语按其被说出

时的情形记录下来。他说 ,随着我的语言知识的进

步 ,我记下了越来越多的土著语言的句子 ,直到最

后 ,我发现自己完全以那种语言书写 ,对每一陈述都

能逐字逐句飞快地笔录下来。用土著语言作为实地

调查的工作语言 ,这是博阿斯 、哈登 、赛里格曼 、理福

斯没有做到的 ,也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做安达曼

人的调查的时候所做不到的(S tocking , 1995:307)。

马林诺斯基在连续时间的长度和语言的熟练程度上

都是划时代的。居住一年左右 、使用调查点当地的

语言 ,后来成为人类学博士培养计划的要件。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文本和马林诺斯基对民

族志和田野作业的科学规则的陈述对于人类学被作

为一门科学被世人所接受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20

世纪 2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学业的主流是由马林诺

斯基奠定的范例和规则所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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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创新的批判精神在现象学哲学 、解释学 、后

现代主义思潮渗入实地调查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后 ,

在 20世纪 60年代末和 20世纪 70年代催生了人类

学的反思意识(S cholte , 1969)。人类学家对于自己

的学术活动作为一种具有政治经济的动因和后果的

社会实践的反思和批判是从人类学与殖民主义 、帝

国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密切却被忽视的联系开始

的(Gough 1968:403 ～ 407;Asad 1973)。民族志研

究被置于反思性的审视维度之中 ,在 1977年产生了

影响深远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民族志此前

一直是通过田野作业单方面地记叙作为研究对象的

群体的故事 ,拉比诺(Paul Rabinow)的这本薄薄的

大作以十足的创意把田野作业过程本身作为记叙的

对象。民族志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记叙异民族的奇

特或神秘的现象的 ,同时 ,作为保证民族志的科学性

的田野作业的过程对于圈外人来说也是秘而不宣

的 。拉比诺用民族志把这个秘制科学性的神秘过程

展现出来 ,让读者看到 ,他在调查中并非客观的观察

者 ,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 ,甚至像当地的

混混儿一样接受性招待;而那些被研究的人也是复

杂的人 ,并非只是被观察者 ,他们也在主动利用他 。

布迪厄(Bourdieu)在跋中直接把拉比诺的创意

概括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 。他说 ,拉

比诺把解释者的使命转变为针对他自己 ,针对他的

解释。他以一组“决裂”来提升拉比诺的著作对于人

类学的划时代意义:“这种以一种明显的自恋面向自

我的转折 ,本身是一种与文学灵感迸发的那种自我

满足的决裂 ,不仅如此 ,远不止导致什么私下的坦

白 ,代之的却是对求知主体的一种客观化。但是 ,它

标志着另一种更具有决定性的决裂 ,即与实证主义

对科学工作的观念决裂 ,与对`天真的' 观察的自满

态度决裂 ,与对尼采所谓的`纯洁受孕的教条' 的毫

无杂念的自信决裂 ,与不考虑科学家 ,而把求知主体

降低到登记工具的科学所依赖的奠基思想决裂

……”(Rabinow , 1977 :163)。拉比诺把求知主体作

为对象 , 承认知识是涉及主体的一种建构 , 凝视

(gaze)、观察(obse rv ation)等看的方式不是天真纯

洁的 ,结论的得出是复杂的人为产物 ,并不是像圣母

玛利亚童贞受孕那样的无中生有 。

通过民族志方法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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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拉比诺的

《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之后蔚为风气 ,相继出版

的杜蒙的《头人与我》(Dum ont ,1978)、克拉潘扎诺

的《图哈密》(C rapanzano ,1980)、杜外尔的《摩洛哥

对话》(Dw yer , 1982)都在尝试怎样在民族志中把调

查对象写成主体 、行动者。这些呼应渐成声势 ,后来

他们在 1984 年采取集体行动聚会研讨 ,把目标定

为:勾勒 、彰显 、辨析此前一个世纪产出民族志文本

的实践 ,并检讨近期民族志撰写的各种创新。

1984年的研讨会文章和会上的讨论主要聚焦

于跨文化描述的特殊修辞 ,作者权威与叙述形式的

结合方式 ,口头话语(包括田野作业的话语)被记录

成为代表性的叙述的方式 ,被描述对象被分类与组

合的方式 ,权力与知识所处的变化中的历史语境 ,学

科的制约条件 ,民族志与相互牵涉的一些文体(诸如

旅游读物 、小说 、历史记叙)的边界的变动 ,社会科

学 、文学和文化批评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风格

(M arcus and Clifford , 1985:267)。他们尝试去做

的 ,既是对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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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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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研讨会也留下了一些缺陷和遗憾 。正如会

议的组织者自我检讨时所说的 ,此次研讨会上没有

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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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rcus and Clif fo rd , 1985:

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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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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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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ul Autho rs:

Fantasia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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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esentat ions Are Social Facts:M oderni ty and

Post -M odernity in Anthropolog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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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 t J.Tho rnton)的文章 ,它在拖延了很久之

后以“民族志整体观的修辞法”(Thornton ,1988)为

题发表在《文化人类学》杂志上 。他原先提交给会议

的论文题目是“章句:民族志写作中作为修辞手法的

分类” (“ Chapters and Ver ses:Classif ication as

Rhe to 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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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 lis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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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和“环境”发生关系。既然撰

写是想像的一种产物 ,那么正是在想像中 ,微观宇宙

和宏观宇宙的合成才得以发生 。不像只是描绘眼前

的软体动物的动物学 ,民族志学者必须把社会想像

为一个“整体”(w ho le),并且通过对眼见的地方 、耳

闻的谈话 、遇到的人的描述将他对“整体的想像”传

达给读者。作者认为对整体的想像是民族志诗学的

必需环节 ,因为正是它赋予民族志一种“完整性” 。

可是 ,在文本中 ,这种对整体的描述是离开了空间的

描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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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的各种“只言碎语”被排

列其中 。要解决这个问题而达到整体性的效果 ,民

族志依靠的是一种修辞技术 ,即“分类” 。“民族志最

为基本的修辞和想像都奠基于作为一种修辞手法的

分类” , “分类的诗学”是获得 “整体性”的手段

(Tho rnton ,1988:286)。由对象的分类获得关于对

象的整体的认知 ,这是语言艺术 ,也是基于逻辑预

设:分类的逻辑是需要假设整体的存在的 ,所以当分

类被认为是周延的时候 ,分类的集合就被认为代表

着整体 。分门别类地描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这

些方方面面就可能让读者觉得自己借此达到了那个

社会整体。大致说来 ,他不是从文本与社会实体的

关系 ,而是从文本与修辞的关系看待民族志的社会 、

文化“整体”的来源。这是新意之所在 ,也是争议之

所在。

不过怎么说 ,从 1984年的研讨会到 1986年《写

文化》问世 ,民族志的主-客体单向关系的科学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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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个时代的民族志可以用婚恋的三个阶段进行

类比。第一个时代的民族志作者与对象就好像是跨

国跨种族婚姻的第一次见面 ,时间短 ,语言又不通 ,

回头要讲给其他也对此关心的人听 ,除了若干直观

的描述 ,再想多说 ,只有靠转述或自己的想像(或许

是一见钟情似的万般好 ,或许是源于种族隔阂的各

种误解)。第二个时代好似和亲远嫁的状态 。作者

与对象已经是婚后同居 ,共同生活 、亲历亲为的事实

使所有对这种关系有兴趣的人都认为当事人之间知

根知底 。作者就像是媳妇回娘家 ,讲婆家的新奇事

情或者日常琐事 ,娘家人自然都是相信的 ,尽管媳妇

有可能是只找合适的话说而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

多 ,反正她所处的地方很远 ,娘家人对那里的语言也

不通 ,也不能和她的对象直接交流。第三个时代就

不是一方说话了 ,作者与对象的关系像是现代闹离

婚纠纷的局面。女方讲自己在婆家的遭遇的时候 ,

明确知道自己所说的并非唯一被听到的叙述 ,对方

也是能够到仲裁的现场讲话的。聪明的女士会尽量

实事求是 ,甚至帮对方把话说出来 ,体现自己的诚意

和善意 ,否则 ,在仲裁人或者陪审团那里落一个枉顾

事实的恶名 ,连真话也没有人听了。

在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 ,观察者进入对象世

界的深度 、在文本中留给对象作为主体的空间以及

对读者的心态都表现出巨大的差别 。第一个时代的

主要特征是业余者的自由放任:由于进入写作的门

槛低 ,那些人走马看花 ,大多是浮光掠影;经常是信

手拈来 ,自由发挥;一边是姑妄言之 ,另一边是姑且

听之 ,爱信不信 ,悉听尊便 。写作的理由和阅读的动

力主要聚焦于“新奇” 。第二个时代的主导特性是凭

借专业规范所树立的公信而对科学的标榜:一改缘

于遭遇 、路过 、旁观的资料获取机会 ,以专业训练的

素养深入对象社会进行参与观察 ,语言工具够熟练 ,

居住时间够长久;文本作为体现“科学”的工具 ,越纯

粹越好 ,因为相信民族志是因客观而成立(Osw al t ,

1972:11)。民族志研究者坚信自己看到了真相 ,抓

住了真理 ,讲的是事实 ,得出的结论是科学 ,那么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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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没有理由不信任研究者 ,没有理由不相信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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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文体和风格上更开

放 ,对话体受到青睐 ,修辞具有了正当的地位。它被

人类学之外的更多学科所借重 ,其中 ,教育民族志 、

科学技术民族志(拉比诺 , 1998)的兴起尤其具有特

殊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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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则进入了“现代体

制”的核心 。这种变化最能够说明民族志的开放程

度和开拓力度 。民族志也更多地向哲学 、政治 、历

史 、艺术和主流社会的公共议题开放。近二十年的

民族志在对象 、文体 、风格和学术 、思想的引用资源

上都变得极其多样了 。仅以关于中国社会的民族志

为例 ,它们既有以传统的农村社会为对象的 ,也有以

都市为田野的;既有写农民的 ,也有写工人的;既有

写传统的亲属制度 、礼物交换的 ,也有写炒股和商场

的 。一些成功的民族志 ,如穆葛乐(Erik M ueggler ,

2001),即使是写边远的农村 ,也是在当代整个哲学

社会科学的知识框架里挥洒颇有艺术匠心的笔墨 ,

借助多样化的手法把农村的当代史写出来 ,把农民

的内心世界和心路历程写出来 ,把农村与大社会的

联系写出来 。这个时代的民族志绝不简单 ,真的属

于这个时代的社会与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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