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处是田野，人人是对象
———马戎老师谈社会调查

马　戎　王　娟＊

＊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受访者简介：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回族，１９５０年生于沈阳，籍

贯上海。１９６８年北京景山学校毕业，赴内蒙古牧区插队落户。１９７３—

１９７６年入内蒙古农牧学院农机系农机设计专业学习，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任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牧业机械厂技术员，１９７７—１９７９年任交通部

公路规划设计院技术员。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

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生。１９８２年赴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系学习，主修人

口研究，１９８４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８７年获博士学位。１９８７年３月回国，

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讲师，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任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其间于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在哈佛大

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１９９０年晋升副教授，１９９２年

晋升教授，１９９３年担任博士生导师。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

人类学研究所所长，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兼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现为

北京大学博雅讲座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

人类学会副会长，１９９８—２０１８年任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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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会长。著有《西藏的人口与社会》、《民族与社会发展》、《社会学的应

用研究》、《民族社会学导论》、Ｅｔｈｎ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ｉｂｅｔ、《族群、民族与国家构建》、《中国民族史和

中华共同文化》、《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中国民族

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族群

关系》、《历史演进中的中国民族话语》等著作多种；主编“２１世纪中国民

族问题丛书”及其他文集２０余本；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民

族研究》和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等中英文杂志发表论文１００余篇。

访谈者：王娟（以下简称“王”）

受访者：马戎（以下简称“马”）

访谈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日下午

王：马老师，您是从１９８２年去美国布朗大学读博士才开始学习社会

学的，那您最早从事社会调查是从做博士论文开始的吗？

马：在方法上比较符合学术规范的社会调查是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才开始做的，但我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尝试要更早一点。１９６６—１９６８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和全国各地流传着许多由学生们油印的毛

泽东的早期文章，是《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里没有收录的，其

中有毛泽东１９１９年在《湘江评论》第２期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等文

章，洋溢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青春激情，让我很

受感染。１９６７年我读了李锐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① 当

时我１７岁，这本书里描述的毛泽东青年时代的精神状态和远大志向，对

我影响很大，书里就提到了毛泽东早期做过的社会调查。在“文革”中流

传的还有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时的农村调查报告如《才溪乡调查》和《长冈

乡调查》。后来毛泽东自己说过，虽然他生长在农村，但他对农村的了解

是在开展了几个实地调查后才真正搞明白的。比如在长冈乡调查之后，

① 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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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才理解了中国农村的富农问题。富农和地主有什么差别呢？地主是

不劳而获，富农既存在剥削行为，但同时又是劳动者。所以，对待富农的

政策不应当和对待地主的政策一样。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后来在江西

苏区的时候，先后做过大量调查，以了解农村的土地问题和阶级结构。

我在插队之前就读过这些调查报告，其中有的是正式出版物，有的是油

印材料。

我们那一代人的中学时期是在读《毛选》、学雷锋、参加老一代忆苦

思甜和革命斗争报告会的浓厚氛围中度过的，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完全无

法想象当年的社会环境。１９６８年我到内蒙古牧区插队后，虽然是在边

远草原当牧民，但仍然认真读书和思考问题。那几年我在放羊时读了苏

联科学院历史所编的《近代史教程》、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和范文澜

的《中国通史简编》；读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的繁体竖排版各两卷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列宁文选》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等书，这

些书和放羊没有任何关系；在回北京探亲期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

《列宁全集》，读了普列汉诺夫、卢森堡、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虽

然只是浏览，仅留下浅显的印象，但是自己必须读书和思考问题，这一点

很清楚。

我们这些插队知青只是牧区大队普通社员，但除了放牧和生活之

外，仍希望做些有意义的事。当时我们大队有５２名北京知青，我和另外

两个知青一共三个人办了一个以本大队知青为对象的小报，自己刻钢

版、油印、发送。我们的大队叫呼日其格，我们的小报就叫《新呼日其

格》。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要把这个牧业社区改造成一个有共产主义理

想和富足的革命社区。当时我们讨论的主题是知青们怎么能够成为一

个新牧民，应当如何看待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以及我们如何端正自

己的态度，虚心向贫下中牧学习等。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

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努力的，

讨论我们应如何把自己的青春献给新牧区发展事业。我们希望在接受

贫下中牧再教育的同时，也能够让这个社区有所发展。所以我们那时看



处处是田野，人人是对象 １５９　　

护羊群特别认真，完全没有偷懒的想法。

在这个时期，我就开始考虑怎么开展农村调查了。那时大队会计是

位北京知青，我通过他抄录了大队各项人口和经济统计资料，大队有多

少户、各户几口人、各户当年记多少工分、分到哪些实物等等。因为工分

值每年浮动，所以我抄录了大队历年的经济统计数字，包括大队牲畜数、

每年卖多少牲畜、有多少收入、工分值如何计算，以及大队的分红表。当

时牧民中也有贫富差别，我想了解为什么出现贫富差距，是因为孩子多，

还是因为家里有病人。这实际上是想了解公社体制下的牧区经济模式，

了解它如何运转，存在哪些问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我去美国留学

后，我在大队搜集的这些资料、留作纪念的我们办的各期小报、学蒙古语

的笔记本①等都留在北京家里。非常可惜的是，后来由于几次搬家，这

些东西没有能够留存下来。

另外我去美国前还参加过一次社会调查。１９４９年后中国大陆按照

社会科学方法设计问卷和抽样方案进行的第一次问卷调查，应该是

１９８０年由纽约亨特学院（Ｈｕｎｔｅ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的人类学教授伯顿·帕斯特纳

克（Ｂｕｒｔｏｎ　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ｋ）组织的天津城区家计调查。这位美国学者曾在台

湾地区学习汉语，并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② 中美建

交后，他第一个来到中国大陆并建议组织社会学问卷调查。当时中国社

科院请费孝通先生主导这个调查课题，费先生让潘乃谷老师具体负责与

天津市联系并户访活动。１９８０年调查组在天津城区选了几个居委会，

开展了家庭生计情况调查，规模有２０００多户。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

个按照西方社会学方法设计、执行的社会调查，从问卷设计、抽样到数据

编码、录入和统计分析，各个环节都是按照规范的研究方法来操作的。

这个调查结束后，费先生建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参照这一问卷和研究

①

②

我的学习方法只是用汉字写出蒙古语口语发音，没有学蒙古文字，所以完全不懂语法。
他的博士论文以Ｋｉ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　Ｔｗ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为书名，１９７２年由斯
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后来在美国《当代人类学》（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杂志上发表
了对费孝通先生的英文长篇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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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北京选一个社区再做一次调查，与天津调查的结果进行比较分

析。１９８１年潘老师在北京宣武区组织了一次类似的问卷调查。潘老师

是我在内蒙古农牧学院上学时的副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当时我已经

确定要去美国学习人口学，潘老师建议我在赴美之前参加这次调查活

动，取得一些社会调查的实际经验。当时已临近赴美日程，我只访谈了

几十户。这是我第一次实际参与社会学问卷调查活动。

王：您在去美国之前，是在中国社科院读的研究生吧？

马：对，我１９７９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是马列所的硕士生，专

业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学制三年。１９８１年我修完课程，但是在讨论硕士

论文选题时遇到麻烦。那时国内正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学术讨论也

受到影响，我设想的几个选题在讨论时都被老师们否定了，似乎只有对

马列原著进行话语解读才比较保险。所以我那时非常郁闷，很想找个机

会去看看国外的大学是怎样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正好联合国人口基

金和教育部（那时是国家教委）有个Ｐ０１合作项目，在国内选六个在读

研究生去美国攻读人口学。我通过英语考试获得资格，确定去美国读

书。当时费孝通先生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举办第二届社会学讲习班，请

了美国老师来讲课，潘老师是讲习班的组织者。由于我的英语水平，特

别是听力水平很差，所以我听说后就找到潘老师，争取旁听的机会。

在这个讲习班上讲课的老师，是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几

位教 授，有 杨 庆 堃、涅 尼 瓦 萨（Ｊｉｒｉ　Ｎｅｈｎｅｖａｊｓａ）、霍 尔 兹 纳 （Ｂｕｒｋｈａｒｔ

Ｈｏｌｚｎｅｒ）。杨庆堃曾是费先生的同学，费先生承担了在大陆重建社会学

学科的任务后，１９８０年去美国访问时见到杨庆堃，就提出想在北京举办

社会学讲习班，请杨庆堃和匹兹堡大学的几位美国教授来讲课，帮助培

养大陆新一代社会学者。我当时去参加这个讲习班主要是想提高英语

听力。在这个讲习班上，授课老师专门介绍了社会调查的基本方法。

１９８２年潘老师被派到纽约亨特学院做访问学者，在帕斯特纳克教授的

指导下进修访问一年半。我到纽约后去见过潘老师和帕斯特纳克教授，

那时通 过 潘 老 师 认 识 了 研 究 西 藏 的 美 国 学 者 格 伦 菲 尔 德 （Ｔ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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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ｕｎｆｅｌｄ）教授，我跟他的关系一直保持至今。

王：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费先生的？

马：我第一次见到费先生就是在１９８１年夏天的这个讲习班上，那时

候费先生７１岁。

王：那时候他认识您吗？

马：在讲习班上课时，潘老师向他介绍过我，但他那时很可能不记得

我，因为班上的人太多了，叶小文、吴青、王容芬等都在这个班上，我只

是坐在最后一排的旁听生。我开始和费先生有较多接触源于我的博士

论文调查。

我在布朗大学的导师西德尼·戈德斯坦（Ｓｉｄｎｅｙ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教授当

过美国人口学会会长，是美国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研究领域最有名的学

者。当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内蒙古地区的人口迁移研究，为写博士论

文，我需要回中国做一个问卷调查收集资料。戈德斯坦教授知道后，就

问我能否得到国内研究机构的支持。当时费先生和潘老师刚刚创建了

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我联系了潘老师后，潘老师说费先生很支持我回国

内调查的想法，他表示愿意指导我在国内的调查工作。我告诉戈德斯坦

教授后，他非常高兴，提出把费先生聘为我的论文指导委员会成员。

在美国的研究性大学里，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通常有三个人，其中

一个是主席，另外两个是委员会成员。这两个人当中必须有一个来自外

系，我的委员会中，除戈德斯坦教授外，还有高士德（Ｃａｌｖｉｎ　Ｇｏｌｄｓｃｈｅｉｄｅｒ）

教授，他是社会学系研究族群问题特别是犹太人问题的学者，另一个是

布朗大学经济学系的普特曼（Ｌｏｕｉｓ　Ｐｕｔｔｅｒｍａｎ）教授，他关心中国农村经

济发展，再加上外聘的费先生，我的委员会共有四位教授，所以我的博士

论文最后有四个人的签字。我答辩的时候，因为费先生在美国社会学界

很有名，布朗大学很想请费先生出席。但费先生当时是人大副委员长和

民盟中央主席，公务繁忙，不可能为我答辩的事跑一趟美国。所以我把

论文提前寄给他审读，他提交了书面意见。这个密封的书面意见我没有

看到，在答辩委员会讨论时，戈德斯坦教授念了费先生的书面意见。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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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论文封面上的签字，是我回到国内后请他补签的，所以签字后面

写的时间和前面三位签的时间不一样。

在某种意义上，费先生可以算是我的一位导师。一是我的美国导师

邀请他成为我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正式成员；二是我在国内调查期间，

他对具体研究专题、具体调查地点、调查中的注意事项和应当关注的问

题等，都给予了十分具体的指导，田野调查结束后，他专程到赤峰去听了

我的调查汇报；三是他虽然没有出席我的答辩会，但是读了我的论文并

提出书面意见，最后在我的论文封面上补签了字。费先生对我的博士论

文写作和我回到北大任教后的研究工作，一直给予大量的指导，使我受

益匪浅。

王：您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在美国的时候确定的吗？

马：是的。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们不仅要看这个题目的理论

价值和学术潜力，还要考虑到所在的那个院系的优势领域和主要导师的

个人专长。如果导师对你选的题目很熟悉，他就能给你很多专业性的指

导。如果导师不很熟悉，就只能泛泛建议，不一定到位。在布朗大学社

会学系，人口迁移和城市化是长项，我的导师戈德斯坦教授是专门研究

迁移和城市化的，所以我就选择做一个迁移的研究专题。由于调查地点

是内蒙古，我关心的迁移活动涉及汉族向蒙古族传统居住地的迁移，必

然要讨论民族关系，在这方面高士德教授是布朗大学社会学系最出色的

老师。讨论农村社区脱离不开社区经济，普特曼教授可以给我提供一些

分析思路。这个委员会的构成是比较理想的。当时我没选择研究城市

化，我的兴趣主要是人口迁移，因为我的人生经历中有多次跨地域迁移，

插队也是从北京这个大城市来到内蒙古草原，算是迁移的一种。

当时我主修的是人口学，人口学更偏重量化分析，所以我就参照了

美国在人口迁移方面的调查问卷，也参考了当年帕斯特纳克教授在天津

做的家计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我自己的调查问卷。现在看起

来，我的问卷比较复杂，区分家庭问卷和个人问卷。家庭问卷的调查内

容主要是承包土地、住房、固有财产、全年收入和支出消费、家庭成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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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等；个人问卷涉及户主本人受教育史、婚姻史、生育史等。个人问卷还

分为移民和本地人两种，因为对于移民户主还需要了解他的个人迁移

史、迁移主要原因、迁移前后的职业和收入变化等，而本地人不存在这个

问题。所以实际上我设计了三个问卷：户问卷、移民个体问卷、本地人个

体问卷。现在看起来因为当时没有经验，这个设计太过复杂，其实可以

结合在一起。

在回国开展调查之前，我请潘老师帮助联系调查地点。潘老师在内

蒙古农牧学院工作多年，学院各届毕业生遍及全区，她的丈夫是蒙古族

人，当时是呼和浩特市农机学校校长。１９８５年６月我回到北京，正好费

先生和潘老师在包头开会，于是我就直接从北京去了包头。我最初考虑

的是回到我插队的地方———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做调查，因为

我对那里的人和环境都熟悉，在那里放了五年羊，了解当地情况。见了

费先生后，他表示东乌珠穆沁旗在内蒙古不具代表性。他不久前刚去赤

峰访问过，写了《赤峰篇》。他认为赤峰的结构是北牧南农，中部农牧交

错，北部主要居住着蒙古族，南部主要居住着汉族，中间蒙汉混居。因此

赤峰的经济和人口结构能更好地代表内蒙古的整体状况，有纯牧区、纯

农区和半农半牧区，有蒙古族聚居区、汉族聚居区和蒙汉混居区，有较长

的人口迁移史，因此他强烈建议我去赤峰做调查。我很尊重费先生的意

见，当时就同意把调查地点改在赤峰。正好参加包头这个会的人员中有

赤峰市计委主任李强（和清华大学李强老师同名）。李主任在会上答应

回到赤峰市后全力支持我开展这个调查项目。

王：当时像您这种情况，在美国留学期间回国进行博士论文调查的，

是很少的吧？

马：在当时确实不多。在留学生中，社会学专业的主要集中在理论

研究，人口学专业的主要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做宏观的政策研究，像我这

样回国在基层社区做迁移问卷调查的情况确实不多。

包头会议结束后，费先生和潘老师就去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考

察，我和李汉林也跟着去了。李汉林是１９８４年从德国获得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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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后回国到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的，应该是社会学留学博士中最

早回国的一位。在伊克昭盟的考察过程中，我注意到费先生很喜欢农村

户访，要求接待单位在途中安排他到农户家里访谈，问的主要是家里有

几口人、有多少亩地、有多少只羊、去年收入是多少等等。我就注意观察

费先生是怎么了解普通农户家计情况的。由于当时周围簇拥着很多人，

他不可能问得很细，但他到了７５岁了还很关注百姓基本生活和乡村发

展，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从伊克昭盟回到北京之后，我就前往赤峰开展我自己的调查。潘老

师有问卷调查经验，和赤峰市政府很熟悉，费先生安排她和我一起参与

这次调查。我们先到了赤峰市政府，汇报了我们的调查计划。政府各部

门都非常支持，当时商定了４个旗县的调查计划，并给这４个旗县都下

了文件，还派了两个年轻人给我们当助手，一个是市计委的，一个是市统

计局的，这样组成了一个四人调查小组。我们调查的核心区选在赤峰中

部的翁牛特旗，因为这里正好是一个农牧交错、蒙汉混居的地方。在翁

牛特旗我们调查了近两个月，涵盖了２６个自然村，得到１２００户反馈的实

际有效问卷。

王：这些村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马：具体接待我们调查工作的是旗统计局，他们对各苏木、嘎查的人

口和经济统计数据很熟悉。在内蒙古的农村行政体制中，苏木相当于原

来的公社，嘎查是原来公社体制下的大队。① 在选择调查的具体社区

时，我先和统计局的领导提出了选择标准，我希望调查的社区特征是：

１．农牧交错；２．蒙汉混居。他们就说朝格温都苏木和巴嘎他拉苏木下

属的６个嘎查具有多种代表性，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而且距离旗所在

地比较近，交通方便。

我们选的６个嘎查中有纯牧区、纯农区，还有半农半牧区，一个苏木

① 当时刚刚调整了基层行政体制，公社改为苏木（乡镇），大队改为嘎查（行政村）。翁牛
特旗的情况是原来的一个公社大致都调整为两个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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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就分为几种。选定嘎查之后，我们先到苏木，在苏木派出所根据这

些嘎查的户籍统计资料进行抽样。我计划在这个旗的大致调查规模是

１５００户，然后我就根据户籍登记表对苏木下属各嘎查的自然村进行抽

样。有的村人口规模大一些，我就按照１、４、７的方案来抽样，就是隔两

户抽一户。农村户籍登记是按照村里的住宅一条街一条街地登记的，而

不是根据民族身份或亲属关系来排序，住的邻近的户有的彼此是亲戚，

有的不是，这是村里传统形成的居住格局。所以，我觉得按照户籍登记

册来抽样体现了随机性。如果这个村不是很大，我就抽二分之一，隔一

户抽一户。我觉得这个抽样方案基本上能够呈现村子的基本面貌。在

抽样名单确定后，我们就进入各自然村，根据名单开展入户问卷调查。

各行政村的村长会安排我们的食宿，指派村民带领我们去各户访谈。我

们住在村里，安排的一般是条件较好、有空房间的农户家，临走时按照商

定标准给农户伙食费。

王：您的问卷是在美国就设计好了的吗？

马：是在美国设计好的，导师们看过，费先生也看过。在布朗大学有

一个规则，博士资格考试分四项。第一项是ｉｎ　ｃｌａｓｓ，就是当堂的专业答

题考试；第二项是 ｍａｊｏｒ　ｔａｋｅ－ｈｏｍｅ，是主修专业的开卷考试；第三项是

ｍｉｎｏｒ　ｔａｋｅ－ｈｏｍｅ，是辅修专业的开卷考试；第四项是ｏｒａｌ　ｅｘａｍ，就是口

试。口试的主要内容就是介绍你的博士论文调查和研究方案，如果是问

卷调查，就要求提交设计的问卷。所以，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之前，我就

已经把调查问卷的初稿设计出来了。在口试的过程中，导师们针对我的

问卷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问题，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遗漏，那个地方是

不是需要进行补充，有哪个经典的调查问卷你可以参考吸收，给了我许

多指导和建议。按照布朗大学社会学系的规则，通过资格考试和前往田

野地点开展正式调查之前，我必须在全系教师和研究生面前做一次汇

报，这是一次学术讲座，相当于把我的博士论文的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文

献综述、第三章研究设计包括抽样方案和方法论这些内容，都必须系统

地讲一遍。在这次讲座时，我的指导委员会的三位导师必须到场，全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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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研究生们会七嘴八舌地向我提问。我把这些提到的问题都记下

来，重新修订补充，将修订稿提交导师组。最后导师组说可以了，我才被

允许回国调查。所以，在进入田野实施调查活动之前，你的调查方案必

须相当成熟，很多细节的问题都需要考虑到。我觉得这样的程序和严格

要求是十分必要的，可以提高研究者的理论水准和研究视角，预先考虑

到调查中可能出现的一些细节问题，有助于提高问卷质量和之后的分析

研究工作。

在翁牛特旗开始全面调查之前，我先在选定的各村中最近的一个叫

德日苏的村子，开展了３０户的试调查。在这次试调查后，我主要做了两

件事。一是把试调查问卷中因情况不明设计为开放性答案的，根据试调

查结果归纳成若干种选择性答案。如对于一个开放性问题，被访者给出

很多答案，我把这些答案归并为五个最集中的答案，再加上一个“其

他”。因为被访者对一个问题可以用许多种方式来回答，以后的编码会

很分散，不利于量化分析。二是把一些问题的问法和答案转换成当地人

的语言。比如住房情况，之前没去过那里，就不知道当地住房有多少种，

具体应该怎么问、怎么记述。我到村里后进行了试调查，就发现当地农

户把他们的房子分成几类。第一类是全砖瓦房，这是当时最好的房子。

第二类叫“穿鞋戴帽”。因为当地是盐碱地，房子的墙角和墙的地基用石

头砌成，防止碱气腐蚀墙体，房顶铺瓦，这就叫“穿鞋戴帽，石头跟脚”，

是比较高档的住房。第三类是只“穿鞋”，第四类是只“戴帽”，这是户主

根据家里经济情况做的选择，等有钱时进一步完善。第五类是土坯墙和

茅草屋顶，是条件最差的住房。根据这个情况，我就在问卷中加上了住

房的几种类型，这样访谈和编码的时候比较方便，提问时可以用当地术

语来清楚地进行问答。

另外，我也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对提问方式进行了调整。关于年

龄，我是学习了之前帕斯特纳克教授在天津的调查经验。因为农民有时

记不清自己是具体哪年出生的，但是绝对不会记错自己的属相。所以我

拿了一本《万年历》，问了农民的属相后，就可以根据《万年历》来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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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年龄比较准确。比如他说他是属兔的，你就很容易查出他的具体

出生年份，因为不可能前后差出１２年。关于教育程度，不能简单地问是

小学毕业还是初中毕业。因为当时问到一些老人，他会说我是初小或高

小毕业。当地解放初期的初小是两年，高小是四年，另外很多人因为家

里需要劳动力，念了三年就不念了。所以当时我们关于教育程度问了两

个问题，第一个是问他念到什么阶段，初小还是高小，第二个是问他上了

几年学，彼此参照。所以根据农民的实际情况，要修正问题和答案的计

量方法。

在询问收入时，在试调查中我发现其实不用去问农民的具体收入数

字，有些农民搞不清自己全年的收入是多少，他们有些收入是零星发生

的。我总结的办法是只问他们种了几种作物，当年各自产量是多少。当

时已经开放农贸市场，取消统购统销，农户可以在市场上随时出售自家

农副产品。我记下该户当年各类作物具体产量之后，可以找大队会计和

旗统计局了解这些东西在农贸市场上平均能卖多少单价，各项总收入由

我根据市场价格来计算加总，这样要比农民自己报给我的数字准确。另

外，也不能直接询问收入，农户会说他没有收入。他可能确实现金收入

不多，但是他产了粮食，养了鸡和猪，他就不用买粮食、鸡蛋和猪肉，这

些应该是计入收入的。所以关于所有这些副业都不要问收入，而是问有

多少物产，然后帮他折算。这样他的经济收入数据才是比较准确和完整

的。关于农产品市场价格，也不要问农民，因为价格会浮动，就问当地统

计局或者大队会计，他们非常熟悉平均价格和季节价格浮动幅度。同时

也不能笼统地询问农户的生产支出，在了解了当地农业生产的主要开支

项目后，户访中就问电费、化肥、种子等项各花了多少钱，问得很具体，

这样才能算出比较完整的生产支出。否则你笼统地询问生产投入，农民

回答时就会出现漏项。

再比如了解住房的支出，必须问房子是哪一年盖的，当时花多少钱，

其中人工费多少钱，砖瓦、石料、木料等花费是多少。房子如果是十年前

盖的，和今天盖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人工费、物料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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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问了当地砖瓦价格的变动情况。进了一幢房子，要问它的跨度①，面

积是多少米乘多少米，正房和厢房的规格也不同。这样我们在仔细调查

了几户、十几户后，就大致知道多大的房子要用多少砖瓦木料，在什么年

代大概需要花费多少钱。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真正了解当地农户的收入、

花费和实际生活水平。

所以，每个地方的住房、主要农业作物、主要副业（包括“割麻黄”“挖

虫草”等各地特有副业），以及市场上粮食、副食品的价格等，都有当地

的一套规则和习惯。如果我们要想了解当地民众的生计情况，首先需要

把这些方面的大致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再去问农民，就能用他们熟悉的

语言来提问，也能够得到比较符合实情的答案。

在这个试调查和最后一次问卷修改后，我在翁牛特旗小学印刷厂印

刷问卷。那个时候没有激光照排，印刷要拣铅字排版。在我的博士论文

那本书里有张照片，当时有两个拣字工和我一起拣铅字，然后排版、拍平

再印刷。问卷印好、装订后，我们的调查组就进村，开始在各村开展调查

活动。当时，旗政府对我们的调查很重视，派了旗统计局综合科的老同

志全程陪同，他对各村情况非常熟悉。最后的户访和问卷填写是我们五

个人一起完成的。

在进村之前，我已经在苏木派出所把各村所有户籍名册拿到，并把

抽样名单列出来了。旗里已经通知各村配合我们的调查，进村后，村长

就安排人陪我们五个人分头去进行户访。我坚持由我们调查组的五个

人提问和填写问卷，这样可以保证问卷的质量和可靠性。如果请调查员

来入户调查，可能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他对问卷中问题的理解可能不到

位，我要问什么，他可能并不清楚，所以答得可能模糊；第二，他也可能

不认真，差不多替你填上就行了，这样数据就会不准确，最后量化分析时

会有问题。所以我非常小心，自己的博士论文调查必须保证质量。我要

求我们五个人都是口问手写，不让其他人或被访者自己填写。

① １９８８年我们在拉萨开展户访调查时，询问住房的尺寸规模时改为当地人常用的“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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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我本人填写的问卷外，其他四个人访谈的问卷，每天晚上我都

要仔细检查一遍，发现有漏项，或者觉得数字关系在逻辑上有问题的，我

都标出来，请他们第二天再去补填，这样就避免了出现缺项或数据存在

问题的无效问卷。问卷如果缺项或者有问题，后面录入的数据就无法使

用。所以每天晚上我都比别人晚睡两个小时，要把当天问卷中的漏项或

数据有明显问题的地方用红笔勾出来，第二天请他们去补填。

王：当时个人问卷和家庭问卷是怎么分配的？

马：在户访时，我先问家庭的情况，家庭问卷的问题完成后，再填写

户主的个人问卷。

王：个人问卷只针对户主？

马：是的。在问卷中如婚姻史和生育史部分，会出现户主前妻和子

女的基本情况。

王：当时一户问下来要多长时间呢？

马：４０分钟到一小时。当时我没有经验，问卷排版不紧凑，所以问

卷很厚。如果能排得紧凑一点，没有那么厚就好了。第一对方看着不害

怕，第二也省纸。

王：您当时调查的内容就是家户的生计情况和个体的迁移史？

马：当时调查的内容很多，但很多部分在我的博士论文里没有用上，

否则篇幅就太大了。比如户主的迁移史，包括他迁移了几次、每次迁移

前后情况（职业、收入等）的改变，但我只用了最后一次迁移的数据，而

有的人可能迁移了三次。我发现，在农村有的人一辈子不迁移，有的人

年轻时会迁移好几次，他迁到一个地方发现不满意，就再迁一次，我称为

“习惯性迁移”，这样的人不那么害怕迁移，而有的人就是故土难离。我

在博士论文中只使用了最后一次迁移的资料，多次迁移的数据没有开

发。再比如我还调查了生育史，你生了几个孩子，是男是女，前后间隔多

长时间，是否都存活下来，等等。这些内容当时都调查了，但是后来都没

有使用。

王：当时是调查了２６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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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一共是４１个村子，翁牛特旗有２６个，这是这次调查的核心区。

另外还有１５个村，其中１０个也在赤峰，其中克什克腾旗３个，巴林右旗

６个，喀喇沁旗１个。还有５个在通辽。通辽５个村的纬度和赤峰差不

多，是用来做比较分析的。一共是４１个自然村。

王：当时一天可以调查多少户呢？您刚才说在翁牛特旗就调查了两

个月？

马：将近两个月。再加上其他的村，我们四个人，一共调查了三个多

月。调查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对问卷越来越熟悉。到后面，我就是一

边写上一个问题的答案，一边问下一个问题。

王：如果请您现在反思一下这次调查，您觉得它有哪些地方是可以

改进的？

马：我觉得自己当时野心太大，只要能问的都想问。但到了分析和

写论文的时候，就发现范围不能太宽，议题要集中和聚焦。比如问卷中

涉及的移民户的迁移史，内容包含迁移原因，前一个迁出地的情况，两地

各方面条件的比较，迁移带来了哪些收益等，这个主题其实又是一篇挺

大的文章。另外，村民的生育史，为什么生多胎，为什么出现不同的生育

间隔，孩子性别在多次生育过程中有什么作用，离婚和再婚对生育行为

有什么影响，政府的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对村民生育行为有哪些影响，

在多胎生育后的今天如何重新思考当时的生育，这些问题又是围绕中国

农村生育行为的另一篇文章。我的这篇博士论文已经很厚了，没办法把

这些内容都包含进去。

王：您说的这些问题，当时的问卷中都包含了？

马：都包含了，而且这些问题如果想做也都可以做。但是后来自己

没有那么多时间，有些数据甚至都没有录入计算机。现在如果反思的

话，我觉得一个博士生要做一篇学位论文，还是应当焦点议题集中。如

果野心太大，什么议题都想调查，再加上跨区域和跨国比较，最后就会心

有余而力不足，论文也会过于冗长，还不如集中于焦点议题。所以我最

后选择的主题是聚焦于这个农牧交错地区的农牧互补、民族交往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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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叉的主题上。我的博士论文共有四个路径分析模型，每个模型都

含有多个假设（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需要分析和讨论的内容已经不少了。所以，

做博士论文，还是不能太发散，要相对聚焦，这是我的经验。我当时的问

卷中有很多内容后来都没有用，其实调查时都花了很多工夫。

王：这些资料既然都搜集了，您也可以再写一本书嘛。

马：后来其他事情就很多。我答辩之后回到国内，当时北大社会学

所刚刚建立，没有几个人。１９８７年我回国后费先生就给我安排了任务，

当时他牵头做的两个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大课题，一个是小城镇发

展，一个是边疆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第二个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就由

我具体组织，这样１９８８年我就开始组织西藏的问卷调查了。

王：正好我们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您就接着给我们讲讲回国任

教之后开展的社会调查吧。您是一回来就去做西藏调查了吗？

马：没有。我是１９８７年春天回国的，回来就到北大社会学所任教

了。当时潘老师是社会学所副所长同时兼社会学系主任，她需要组织系

里的大三年级学生做暑期调查实习，所以我一回来她就让我带着几个学

生去做调查。当时学校有调查实习经费，分配给我的学生里有两个女

生，六个男生，都是大三年级的本科生，就是于长江那一届的学生。由于

我对翁牛特旗比较熟，容易安排，所以我就带着这几个学生去翁牛特旗

做问卷调查了。这次的调查我没有选自然村，而是选择了翁牛特旗下属

的六个乡镇，在六个乡镇政府所在地做当地居民的家计调查。乡镇政府

所在地也包括周边行政村的村民，所以这次调查涉及的对象既有乡镇居

委会，也有乡镇直接下属的村民。我把这些学生带到第一个乡镇，我先

进行抽样，然后给他们示范如何户访和填写问卷，他们看了三户调查后，

留下两人在这个乡里独自调查。我再带着其他学生去下一个乡。这是

１９８７年夏天的调查，时间大概有三个星期。

王：这次调查的起因就是为了带学生去实习？

马：对。

王：我们系这几年也在探索教师带本科生做社会调查的方式，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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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本科生去做调查，有什么心得吗？

马：首先，要让学生了解这次调查的目的和学术价值，告诉他们通过

调查能够学到什么东西，这些调查得到的数据能够进行哪些分析，能够

说明农民生活的哪些方面。其次，组织学生调查要把他们的生活安排

好，包括住所、饮食，防止生病。在调查期间要到各调查点检查进度，看

看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最后，在调查结束时，需要带他们放松一下，

不能只是紧张地做户访。那次我们是去了其甘嘎查的草原，那里有一个

湖，让他们玩了一天。

王：是一个调研点两个人吗？

马：对，他们一共是八个人，分成四个组，两个人一组。我带他们下

去的时候，先把这个点上的抽样名单做好，然后他们就拿着问卷按照抽

样名单到各户去调查。有时候抽到的那一户实在没人在家，就按照户籍

名册，顺延到名单上的下一户。所以这个调查的抽样并不是那么严格。

如果抽中的这一户走亲戚去了，三个月不回来，我们也不能一直等着。

所以我们当时的规则是，如果那户人不在家，就找下一户代替。

王：这个调查和您之前博士论文的调查，内容是一样的吗？

马：主体内容是一样的，但简化了很多，没有询问迁移史和生育史。

主要问的内容是基本家计情况，包括住房、收入、消费、财产等，比如家

里有多少亩承包地，去年多少收成，家里养了几头猪、几头毛驴，有没有

架子车、电视机等，这些问题都会问到，是一个基础的家计调查。这个问

卷调查结束之后，我们就把数据录入计算机，在此基础上我进行了统计

分析，发表了一篇文章。①

王：您后来又去过一次翁牛特旗吧？我记得您带着葛婧她们还去过

一次。

马：那是在２００５年，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当时，我突然觉得１９８５年

① 马戎：《我国小城镇的结构特征与进镇人口迁移》，李建东译，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
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研究的探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
３６—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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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翁牛特旗做的调查过了２０年，我能不能回去找到当年调查过的那

些人，看看他们怎么样了。正好葛婧她们也需要去做调查，我就带了葛

婧、陈彬莉、栗晓红、杨帆、杨海明、李若愚６个人去了翁牛特旗，回到当

年调查过的两个苏木下属的２６个自然村。１９８５年的访谈表编了总序

号，２００５年我们拿着原来那个名单在现在的户籍名册中查找，在原来的

１１５２户中，我找到了８６５户（占７５．１％），其余２８７户，已经整户迁走或

成为绝户（无子女，老人过世后户籍注销）。调查的方法同１９８５年一样，

这个调查组先一起去第一个行政村按名单分别户访，调查完成后再一起

去第二个村。

最初我是希望能够做各户２０年变迁的对比，但调查完之后发现不

可比的因素很多。在这２０年里各户发生了太多变化。比如１９８５年的

时候，这户是老两口和四个儿子，四个壮小伙子，还没分家，他们家的收

入就特别高。可是过了２０年，三个儿子都分家独立门户，老头儿过世，

老太太跟着小儿子，这个儿子娶妻生了四个孩子，孩子还小，这家的收入

和生活水平跟２０年前没法比。如果按照户籍档案追踪，各户的收入情

况经过这２０年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没办法做简单的对比。像上述这

户的情况，你也不能说它是恶化了。

王：但其实这个情况是特别有意思的，展现的就是农村家庭的生命

周期。

马：对，你不能把这户２０年前后的情况进行简单的对比，因为它的

成员结构完全变了。如果一户的成员结构不变，过了三两年再去调查，

借此判断当地经济情况的变化，还是有意义的。过了２０年，死的死，嫁

的嫁，又出生了一代，各户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别大，因此就不能比了。而

且几个儿子结婚后把当年本户承包的土地、财产都分了，老两口给儿子

盖房办婚事，也把自己的积蓄全部用光，这时没有劳动能力和土地，只能

养老了，家里没啥东西，甚至老两口完全没收入了，四个儿子轮流养着，

老人的全部收入就是儿子给的赡养费。这和当年四个儿子挣钱、老两口

管钱的时候，收入水平是完全不可比的。所以，调查后发现这些情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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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做各调查户２０年的收入比较。与１９８５年相比，２００５年各户外

出打工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些信息都显示在“迁移”的调查项目中，所以

在做调查数据分析时，我就把研究主题改成了当地农户外出打工的情况

分析。在这些被调查的农户中，有多少户有外出打工的现象，主要去哪

些地方，从事什么劳动，每月挣多少钱，寄给家里多少钱，我发现各家的

情况很不相同，有的儿女在外面挣钱全部用于自己消费，有的全寄给家

里。问卷中也询问他们外出的渠道和信息来源，外出是怎么去的。是和

亲戚一起去的，还是独自走的？在外地从事哪些具体行业？在外地的收

入和消费情况如何？外出务工过程中，蒙古族和汉族之间存在哪些差

异？因此，这个调查的主题就变成了对这个地区蒙古族、汉族农民外出

打工、就业、收入情况的调查。在此基础上我后来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发

在了《社会》杂志上。①

王：您当时去的时候，本来是想做２０年的对比？

马：对，但问了几户后，发现这个对比做不成，情况变化的差别太大。

原来挺穷的一家，拉扯１—６岁的４个孩子，日子过得非常苦，现在变成

２１—２６岁的４个大小伙子了，其中有的经商，有的跑运输，全家富得不

得了。收入的变化主要来自家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当然也存在社会

上因政策的放宽导致致富渠道的拓展这些因素，但是确实不能以全户收

入的变化来得出任何简单的结论。

王：这个的确不能做各户经济情况的追踪对比，但是从家庭生命周

期的角度，这个资料还是可以做很多研究的。

马：是，这些数据和问卷都在，如果想继续发掘这些数据，还有研究

拓展的空间。

王：我们回到１９８７年吧，这个是您带着学生去做的暑期调查。这个

结束后，您又做过哪些调查呢？

① 马戎：《外出务工对民族混居农村的影响———来自内蒙古翁牛特旗农村的调查》，《社会》
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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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那紧接着的就是１９８８年的拉萨调查。拉萨调查是费先生和中

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多杰才旦先生一起商定开展的。

王：当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刚建立不久是吗？

马：对，刚建立了一两年。多杰才旦先生原来是西藏自治区主席，他

是位非常有智慧和工作经验的老先生。他出生在青海，是一位学者型的

藏族领导干部，民国时候读的是西宁的湟川中学。当时西宁有两所好学

校，一个是昆仑中学，马步芳建的；另一个就是湟川中学，国民党省部建

的。多杰才旦先生是湟川中学毕业的。１９５１年拉萨建了第一所小学，

他是副校长之一，那时候名义上的校长是达赖喇嘛。后来他一直在西藏

工作，当过自治区社科院的院长、拉萨市市长，最后当到自治区主席。他

是１９８５年１２月退下来的，１９８６年来北京建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当时我父亲退休后被聘去担任藏研中心党组成员，藏研中心的书记是江

平，是他动员我父亲去的。我从美国回来，多杰才旦先生见到我很高兴，

说：“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看看能不能帮我们这个新的研究机构规划

一下，如果开展关于藏族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你觉得我们从哪里入手？”

我说：“关注西藏的社会发展，确实需要开展规范的社会调查，通过量化

指标了解西藏城乡社会有没有改善，老百姓的收入有没有提高。我在内

蒙古赤峰开展了类似的问卷调查，但据我所知在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开

展过问卷调查。因此我建议在西藏进行一次以社会经济为主题的问卷

调查。”他就和费先生商议，决定由藏学研究中心和北大社会学所合作，

开展一个西藏城乡户访问卷调查，具体的问卷设计和调查工作由我来组

织，藏学中心派人配合并提供调查经费。后来我们联系到西藏自治区伍

精华书记，他也很支持，表示自治区政府会积极配合。

与１９８５年的赤峰调查相比，我希望在西藏的调查把涵盖的地域扩

大一些，抽样方法更规范一些。因此为了确定调查的地域范围和编制抽

样规范，我要先到西藏跑几个地方，了解西藏各地区的经济、人口基本情

况，看看在政府各部门能够拿到什么数据，调查方案如何具有可行性。

当时多杰才旦先生让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处派一个熟悉西藏情况的年轻



１７６　　 清华社会科学　第２卷　第２辑

人跟我一起去，这个人就是旦增伦珠，他后来在北大拿到社会学博士学

位，他当时刚刚从西藏社科院借调到藏研中心科研处。和我一起去西藏

的还有北大社会学所的李鲤，他毕业后刚到所里工作。我还约了中国人

民大学的郝虹生老师，他在美国读了人口学硕士，后来在密歇根大学跟

着基什教授学习抽样技术。所以我们这个调查先遣组共有四个人。

１９８８年我们在拉萨，住在藏学中心的工作站，先后去自治区统计局、公

安局、普查办等部门，把西藏各地的普查数据和经济统计资料看了一遍。

最后决定调查地区为西藏人口最密集、经济比较发达的拉萨、日喀则、山

南三个地区。因为我们需要了解这三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就到日喀则和

山南地区各地跑了一圈。当时我们在自治区政府车队包了一辆日本产

的越野车，有一个藏族司机拉着我们四个人跑了两个星期。这个司机对

各地区的道路非常熟悉，有时在道路很窄的悬崖边上开车，速度不减，我

们都很害怕，司机根本就不在乎。我们先后去了日喀则、萨迦、江孜、亚

东、泽当、扎囊等地，日喀则和泽当分别是日喀则地区和山南地区的首

府，我们在各地拿到三个地区下属各县的人口、耕地、牲畜、统计局掌握

的居民收入等基础统计数字，在萨迦和亚东县政府看到各县掌握的乡镇

和行政村基础统计数字。正好１９８７年西藏各地区刚刚完成“撤区建乡”

工作，我们拿到３个地区所属全部４３７个乡的１９８７年主要统计数据（人

均耕地、人均牲畜、人均收入等）。这些数字帮助我们了解到西藏地区、

县、乡镇、行政村各级机构当时所掌握的社会经济基础数据，这是我们进

行户访抽样设计的基础资料。我们就根据这个材料，选了５０个乡，分成

三类，最富裕的、最贫穷的、中间的，遍布了３个地区，再采用“分层等距”

方法在每个乡选出２—４个自然村。

我们回到拉萨后，通过自治区政府下文件，让选出的５０个乡各派一

名调查员来拉萨参加调查培训。我们秋季在拉萨市的自治区党校办了

两期培训班，各乡派来参加培训的人员有的是乡政府秘书，有的是副乡

长。由于当年下大雨，有的地区路断了，交通不通，最后就只来了３０多

个人。所选村的被访户名单，是根据各乡调查员带来的各村居民户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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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抽样后确定的，具体调查过程可以参看《西藏的人口与社会》中的

介绍。

我们原计划是要做２５００份户访问卷，但最后获得的有效问卷只有

１３１２份，减了差不多一半。还有一种情况是，这个乡派一个人来参加培

训了，但他回去后没多久就调工作了，这个工作就没人接替了。当时西

藏的情况就是这样，交通太困难，人员变动太频繁，山南地区还好一点，

日喀则北边的有些乡镇很偏远。

我们的问卷有汉文和藏文两种。在拉萨老城区，我们用的就是汉文

问卷，发给调查员带到乡里去的是藏文问卷。培训班上课时，旦增就用

藏语给学员讲问卷的内容怎么填写，每个问题都是什么意思。办了两期

培训班，每个班讲三四天，前后半个多月。培训完了，调查员把问卷和户

访名单带回去。他们调查完了再把问卷寄回拉萨，旦增又找人把藏文问

卷译成汉文，然后我们再组织录入计算机。这个工作前后拖了好长时

间，接下来发生了好多事情，问卷录入和分析工作就耽搁了下来。后来

郝虹生等人去了美国，１９９０年３月我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当时拿的

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博士后奖学金。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待

了一年半，１９９１年８月回国。

在哈佛的这段时间，我并没有做西藏研究，而是在修订我的博士论

文。当时我的另外一个导师高士德和西景出版社（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有一

个合作协议，合作出版人口研究系列丛书。他是那个丛书的主编，并把

我的博士论文纳入了这个系列。那时我每个月从哈佛去一次布朗大学，

给高士德教授提交新一章的修订稿，他同时把对前一章的修改意见告诉

我，我们谈上两个小时。我当时就这样把博士论文的书稿改出来了。但

后来他与这个出版社的合作出了问题，这个系列就停了。我的博士论文

本来是计划１９９２年左右在美国以英文出版的，但最后没有出来。后来

我就想，不管怎么样把中文版出了吧。２０１５年我的博士论文中文版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了，书名是《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内蒙古赤峰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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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哈佛回来之后，我手边的事情比较多，又做了好几个其他专题的

调查，直到１９９５年才有时间重新整理西藏调查的资料和数据。１９９６年

我在同心出版社出版了《西藏的人口与社会》，费先生给我题了书名。

王：您关于拉萨老城区的调查是什么时候做的呢？

马：和这个调查是一起的。一边我把各乡的问卷发给各乡派来的调

查员，让他们回各乡去填写问卷；另一边我和旦增在拉萨老城区开展户

访填写问卷。我当时问了大约有７０户，旦增给我当翻译。拉萨老城区

的调查问卷和各乡的问卷是同样的内容。

那年我在拉萨除了在老城区各居委会做户访调查外，还做了一些专

题调查，如专门去了解当地族际通婚的情况。因为西方的族群关系研究

是十分关注族际通婚这个专题的。我去了拉萨城关区的民政局，希望查

看他们保存的婚姻登记材料。他们表示很欢迎，给我打开了好几个大柜

子，里面堆放的都是原始婚姻登记表，一捆一捆的。我要把这个登记表

都过一遍，整理出族际通婚的信息要花费好几个月，这是时间不允许的。

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不查看结婚记录，转而查看离婚记录。我去了城

关区法院，因为法院有离婚判决记录，我去查看在这些离婚官司里，有多

少是藏藏离婚或汉汉离婚，又有多少是汉藏离婚。我就把这个汉藏离婚

的记录梳理了一下，看它在全部离婚案中所占的比例，我发现比例远比

拉萨城关区汉藏人口比例高得多。后来我去了解这些离婚的原因，人们

告诉我，这是因为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大量汉族干部撤出西藏。很多原来十

八军的汉族老干部已经在西藏定居多年，娶妻生子。现在政策要求汉族

干部应该离开了，在这样的政策环境下，他们只能离开西藏，而他们的藏

族妻子和子女在西藏生活长大，不适应内地的生活，语言、习俗都不适

应，这样就出现了许多离婚的案例，许多人就在民政部门办了简单的离

婚手续，少数有些纠葛的才去法院。我通过法院的离婚判决记录，对这

方面的数据做了个简单的分析。

当时我还曾想调查寺庙的情况，但是发现很困难。因为语言、宗教

知识方面的隔阂，我即使去问也问不出真正重要的东西。我建议旦增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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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去做寺庙调查，他后来专门做了关于哲蚌寺的调查。旦增的博士论

文选题是布达拉宫脚下的“雪”社区历史变迁，他也做了社区户访问卷，

收集了许多历史资料，在北大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其实我们在访问各地区时曾搜集、复印了很多资料。比如山南地区

人口普查办做过一次生育率调查，我们就把他们的调查资料全部复印

了，这些材料现在都还在。只是后来由于精力、时间方面的种种限制，一

直没有腾出精力和时间来把这些资料加以开发利用。

王：您刚才说到１９９１年８月从哈佛回来之后的几年，又做了好几个

调查，是调查什么内容呢？

马：新加坡有个东亚研究所（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这个研究所是独

立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机构，主席是吴庆瑞博士，他担任过新加坡

的副总理，据说是李光耀在经济事务上的左膀右臂。他退下来后成立了

这个东亚研究所。１９９１年，吴庆瑞抓住机遇，派所长黄朝翰到美国各大

学吸引人才。我那时在哈佛，黄朝翰来请我喝咖啡，希望我在哈佛的访

问结束后去新加坡的这个研究所工作。我没有同意，他就建议我去一次

新加坡，停留一周或十天，他负担全部相关费用，如果我愿意留下，就在

这个研究所工作，如果想回国，就和这个研究所讨论共同开展一个合作

研究的项目。这样，１９９１年８月我去了一趟新加坡。

王：您是１９９１年回来之后，就去了一趟新加坡？

马：不是，是在回国的路上。机票是黄朝翰给我办理的，我的航班从

美国直接飞新加坡。他的安排是我先从美国飞新加坡，如果对新加坡的

工作环境满意，就留在新加坡。如果还是想回国，他也给我定了从新加

坡到北京的机票。我觉得这样也可以，就先去了新加坡。

我到了新加坡后，和吴庆瑞博士有多次交谈。在讨论未来的合作课

题时，他表示特别希望了解中国的乡镇企业是怎么回事。他说，国营企

业掌握很多的经济资源，它掌握原材料供应，比如你做食品加工，需要大

量稳定的粮食来源，可是粮食在大陆属于统购统销范围。你要是做轻工

业产品，钢铁都是统购并由国家部门调配的，乡镇企业如何解决这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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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原料问题？另外，企业的产品需要稳定的销售渠道，一个小型民办企

业，产品质量谁来保证？产品的销路如何保障？在１９９１年的市场里都

是国营大企业的产品，你一个乡镇企业的产品如何竞争？所以从这几个

角度看，吴庆瑞博士对中国乡镇企业为什么能够生存和发展感到很奇

怪。他建议由新加坡这个研究所提供资助，我负责组织在国内开展一个

乡镇企业的系列个案调查。

我虽然没有留在新加坡工作，但谈成了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我们讨

论了调查方案，然后我就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大学后，我和刘世定、王汉

生商议合作开展这个调查项目。我们一共调查了３０个乡镇企业，１５个

在山东威海，１５个在江苏吴江。北方、南方各选一个点，有各自的特点

和代表性。威海那边有一些韩资企业，发展很快，乡镇企业比较发达；苏

南的集体企业在公社时期就比较发达，有许多特点。我和于长江、刘小

萌、丁元竹组成一个小组去威海调查，刘世定、王汉生、石秀印、柳可白

去苏南调查，丁元竹也参与了苏南的试调查。

这两个地区的企业调查合在一起，就是３０个企业的调研报告，其中

有两个企业的报告是我执笔完成的。我们这次调查没有使用户访问卷，

而是共同讨论设计的企业个案调查提纲，提纲确定后，两个小组分头开

展实地调查。最后我们综合这３０个案例加上甘肃两个集体企业的调查

案例，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调查报告文集，书名叫《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历史与运行机制》，全书有１００万字，分上下册，由我、王汉生和刘世定主

编。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在香港出版了１０个案例的中文版，书名是

《九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调查》，由我、黄朝翰、王汉生、杨沐合编。１９９５

年在新加坡的时代学术出版社把这１０个调查报告翻译成英文版，书名

是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Ｔｅｎ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由黄朝翰、我和杨沐主

编。这次乡镇企业的调查结果一共出版了三本书。调查报告完成后，调

查组全体人员出席了新加坡东亚所的专题研讨会，吴庆瑞博士对报告十

分满意，认为这些调查结果解释了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市场开放如何

为８０年代的乡镇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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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们是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做个案调查。调查企业的经营范

围、主要产品、职工规模、所有制性质和管理办法，了解企业的固定资

产、企业用地如何解决、厂房和设备的资金来源、原料如何采购、产品营

销机制、盈利如何分配、工资和奖金如何发放、贷款如何争取等等，涉及

企业初创和日常经营的所有方面。我们发现各企业的经营都有几本账：

第一本账是报给市政府管理部门的；第二本是报给乡镇政府的，因为乡

镇企业是由乡镇直接管理的，乡镇政府的部分收入来自当地企业；第三

本是企业自身的账目。有人说，企业的主要领导人还有内部的账，涉及

企业经营的财务和利润分配的核心机密，一般是不会透露给外人的。我

们通常只能看到企业给乡镇政府的那本账，但是我们的调查可以说明这

些企业当年创业起步的基本条件，日常管理经营的基本规则，看到的账

目也能说明乡镇企业经营的一些细节现象，所以对了解８０年代和９０年

代初我国乡镇企业的概貌、经营条件和运行规则，还是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性信息。这是我们和新加坡东亚所合作开展的第一个调查。

我在调查了乡镇企业后，感到作为中国政府机构最下面的一层的乡

镇政府，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一环，非常有必要组织一次乡镇组

织的系列调查。我１９８５年做迁移调查户访时，就关注了嘎查（行政村）

这一级机构的运行情况，这一级的干部不是国家干部，是基层定期换届

选举产生的，从行政村的相关收入（国家修路占地补偿款、村级经营收

入、国家各项扶助资金等）中获取报酬，所以各地区村级干部的收入差距

极大。乡镇是一级政府，有固定编制，在编干部是国家体制内人员，由上

级政府任命调动，本人户籍是城镇户口。我们会发现在农村里有个别户

是城镇户口，这些人是乡镇干部、学校老师，还有原来的供销社职工。他

们有城镇户口，在计划经济时期享受国家粮食供应，享受公费医疗、退休

制度等。在中国社会结构中，乡镇这一级很重要，它的下面是属于“民

间”的村，上面是县政府。作为国家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乡镇政府怎么组

织、怎么变化、怎么运作，这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对这个选题也很感兴趣，愿意提供经费资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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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１９９５年，北大社会学所决定开展一次乡镇组织的研究。调查组里

有我、刘世定、邱泽奇和王铭铭，还有曾经参加乡镇企业调查的中国社科

院社会学所的石秀印和柳可白。当时北大社会学所的三名博士生刘能、

张敦福、蒋丽蕴也参与了镇的个案调查。

经过大家讨论，我们确定了乡镇调查中的六个主要关注点，决定将

河北唐山玉田县的彩亭桥镇作为第一个调查试点，以此获得调查经验，

调查组成员全体参加了这次调查。１９９５年春季调查结束后，我们决定

排除行政乡，专注于建制镇的调查。从中国的北方到南方，我们又选出

了四个建制镇：内蒙古翁牛特旗桥头镇、湖北仙桃毛嘴镇、广东东莞清溪

镇和浙江玉环陈屿镇。后续调查是调查组成员分头完成的。我带着蒋

丽蕴和张敦福调查了翁牛特旗的桥头镇，刘世定和邱泽奇调查了东莞市

的清溪镇，刘世定、邱泽奇、刘能先后调查了仙桃市的毛嘴镇和玉环县的

陈屿镇。我们一共做了五个镇。

这次乡镇组织调查的成果最后于２０００年在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两本

书。第一本叫《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内容是五个镇调查报告的汇编；第

二本叫《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是在这五个镇调查案例和之后扩展调

查范围的基础上，提炼出了乡镇组织变迁的九个研究专题，写成了九篇

专题报告。我负责撰写的专题报告是“中国乡镇政府对基层学校教育活

动的管理”，刘世定撰写的专题是“乡镇财政收入结构和运作机制”，邱

泽奇撰写的是“在政府与厂商之间：乡镇政府的经济活动分析”，王铭铭

撰写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史视野中的中国乡镇政府”，刘能撰写的是

“乡镇运行机制的一次解剖”。

１９９３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和我联系，希望

合作开展农村教育调查，由他在加拿大的基金会申请调查经费。我一直

非常关心教育问题，正好可借此机会把全国基层学校的情况调查一下。

我们根据全国各省统计年鉴和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的人口和教育统计数

据，进行指标计算和抽样，在全国６大地区（东北、华北、华中、中南、西

南、西北）中每个地区选了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吉林、内蒙古、山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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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云南、甘肃），在每个单位里选了４个县。这４个县是教育与经济发

展相互关系的４种类型的代表：（１）经济指标好，教育发展好；（２）经济

指标好，教育发展差；（３）经济指标差，教育发展好；（４）经济指标差，教

育发展也差。这样共选出２４个县。实地调查是在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５年夏

季开展的。在每个县，我们调查的内容包含几个方面：首先是概况，对全

县基本情况、人口和经济发展历史和现状等有个概述。其次是教育发展

史，每个县都有县志或教育志，介绍这个县教育发展的历史，特别是

１９４９年以来当地学校、教师、学生的数量和变化，划分为几个发展阶段。

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当地学校的运行现状和存在问题，我们详细调查了当

年各级学校的基本情况，包含领导机构、管理体制、教师队伍、学校经

费、中小学入学情况和毕业后的就业状况、当地的成人教育等等。这个

调查项目最后也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区域差异：

２４县调查》，是各县调查报告的汇编，另一本是《中国农村教育问题研

究》，是在各县调查基础上进行的专题研究，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在１９９９

年和２０００年出版。这两本书，一本调查报告汇编，一本专题研究论文

集，基础数据信息和专题学术讨论互相配合，有助于在实证经验的基础

上提高我们对一些专题的认识和理解，也可以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开展

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宝贵资料和研究基础，这是我所希望的调查研究成果

形式。

在２４县的调查中，我参与的是广东高明市和电白县的实地调查，高

明市调查报告是我撰写的。在第二本研究专题报告中，我负责撰写的是

“导言”“中国农村教育事业的经费问题”“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与双语教

学”和“中国乡镇政府对基层学校的管理”这４个部分。我的博士生李建

东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农村教师的研究，这篇论文编为两章，收入第二本

专题文集。基层乡村教师是农村教育的核心问题，我们调查了教师规

模、学历结构、工资情况、住房和其他福利待遇，调查了民办教师和代课

教师的现状，发现中央把基层学校管理权下放到县级后，由于许多贫困

县财政紧张，当地的乡村学校在经费上难以维持，造成教师大量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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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那几年中国基层教育中的大问题。

王：您能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调查是怎么展开的吗？就是到了调

查地点，要怎么去搜集资料、怎么找调查对象、怎么设计访谈提纲。

马：我和薄伟康去广东调查，第一步是带上北大的正式介绍信去广

东省教育厅说明情况，介绍调查目的和具体调查地点，教育厅再给我开

介绍信，同时打电话通知那几个县的教育局，请他们接待和支持。第二

步是到被调查县的教育局，把我的调查提纲介绍给他们，提出具体的调

查内容和要求，先请教育局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一下全县教育概况和各

项统计上报数字，我们复印这些资料，掌握全县教育概貌。第三步就是

到具体学校进行实地调查，我提出要调查几所学校，全县一所最好的中

学和小学、一所最差的中学和小学、一所中等发展水平的学校、一所民办

学校、一所职业学校等等，县教育局根据我的调研计划，或者安排人陪同

去调查，或者给那些学校打个电话，请他们接待。我们到了学校后，先和

校长、教导主任座谈，询问学校的运行情况，了解各项经费的来源、教师

待遇如何、学生辍学情况等等，然后根据需要可能再访谈几个老师和几

个学生。这些访谈会形成大量的笔记，然后就从各校访谈笔记中发现和

提炼出进一步深入调查和研究的专题。

大部分访谈对象就是这样在各学校里找到的，但也可能有一些其他

途径，这就要看调查者个人的活动能力。比如，我们想了解学生毕业后

就业的情况，通过学校访谈的老师，薄伟康找到了一个已毕业多年的学

生，她是当地一家歌厅的老板娘，非常喜欢交际，她保持和全班９０％的

同学的联络，了解很多同学目前在哪里、做什么工作。薄伟康常去和她

聊天，她也很愿意谈，这样我们就把那一届学生的毕业去向、就业状况、

多少留在本地、多少外出务工、现在收入如何等等情况都掌握了。去做

社会调查就是这样，你要和地方上的工作人员聊天，听他们的各种抱怨，

今年经费减少了，哪里学校的房子塌了。他就会给你讲很多看起来很琐

碎的事，但是通过这些琐事你就能慢慢地对当地的情况有所了解。他在

讲述这些事情时，你不能用笔记录，要用脑子记，回来根据记忆补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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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后来写进了调查报告，有些并没有写进报告，但

是你对基层的学校教育和这些人的生活情况有了切身的了解。这成为

你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性知识。我们做社会调查，有些收获会呈现在问

卷和研究报告中，有些可以言传，有些只能意会并成为你的记忆。例如，

交谈者的穿着、情绪、文化气质给你带来的感受，这些都是我们认识和理

解中国社会各阶层成员的重要知识来源。

事实上，社会调查是我们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比如

２００３年我和两个插队的同学一起回东乌珠穆沁旗我们插队的牧区。我

们坐的是从北京到锡林浩特的卧铺车，路上要花费十几个小时。我对面

铺位上是一个河北的包工头，这一路上，他给我讲了六个小时，讲他怎么

从河北来到了锡林浩特承包工程，讲他多年来的经历和挫折，挣过钱也

赔过钱，各种各样的事例非常生动。最后还给我留了地址，让我以后去

秦皇岛时一定去他家。这实际上就是人口流动和个体经营的一个好案

例。我到了宾馆后，就把他的这个故事根据记忆都写了下来，有几千字。

其实人只要嘴勤，肯动脑子，任何地方都是调查地点，任何人都可以成为

调查对象。

王：您讲的这几个北大社会学研究所较早时期的调查，都是老师们

团队合作的。

马：在那个时期，社会学所刚建立不久，所里除了费先生和潘老师，

都是年轻人，我就算年长的了。那时候我们国家科研经费很少。１９９２

年我申请到一个霍英东基金项目，只有六万元，在那时候算是多的。那

时大学教师的课题少、经费少，年轻教师和博士生没有调查机会。我在

１９９２年评上教授，而且通过国际交流得到一些国外资助的合作课题，既

有经费支持，还有机会出国交流，所以可以组织大家一起来做调查。而

且我牵头组织的课题，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谁承担的成果谁署名。学

生做的就是学生做的，合作的就是合作的。所以，当时学生能够获得调

查机会，发表的成果能署名，他们就很积极参与。后来这些老师，包括原

来的研究生们，都成了教授，而且现在各种课题经费来源多，数额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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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家都有机会集中精力做自己牵头的研究项目。教授之间的合作研

究团队已经很难形成，所以近些年，我只能动员自己指导的学生来开展

调查。

王：我记得您还组织过一个关于西部城市流动人口的调查？

马：２００４年我组织申报了教育部重大课题招标项目“西部开发中的

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课题经费有７０万元，２００５年调查组分别在

６所城市（乌鲁木齐、拉萨、西宁、兰州、银川、格尔木）开展了流动人口的

问卷调查。我设计了调查问卷，组织了西部地区的几所大学（西藏大学、

宁夏大学、青海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的调查人员在兰州、西宁和银

川举办了调查培训，调查回收的有效问卷有１２　２３９份，２０１２年出版了研

究成果《西部开发中的人口流动与族际交往研究》，由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另外，２０１４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重点课题“西藏政治发展态势研

究”中有个子项目“藏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思想动态研究”，他们委托

我来完成。我设计了一个以在校藏族学生和藏族教师为对象的调查问

卷，分别委托给西藏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合作教师去完成访谈和

问卷填写工作。中央民族大学的调查是我去联系的，具体调查是由我的

研究生旦正才旦完成的，他本科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藏学院，对藏学院

的老师和学生比较熟悉。问卷数据的分析和报告撰写是由我完成的，发

表在《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和第３期。

王：我注意到您早期的社会调查主要是采取问卷的形式，但后来就

不怎么用了。您是从什么时候自己不再做问卷调查了？有什么原因吗？

马：２００５年我回到当年在翁牛特旗调查过的两个苏木开展追踪调

查，那年我组织了几名研究生一起在村里开展了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

卷８８８户。在此之后，我自己就没有再到基层社区去做大规模问卷调

查了。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可能了解到的是基层社区和住户的基本状况，比

如人口、耕地、牲畜、财产、收入、住房等等。这类基础统计资料现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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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不难得到，县级政府的统计部门都有这些数据。对一些完全陌生的

地方，我们不了解这些基层社会的基本情况，比如拉萨老城区，以前从没

接触过，即使看到统计数字如人均收入等，对这些数字究竟在人们生活

中意味着什么，也缺乏真实的生活感受。后来通过一次户访问卷调查，

进入几十户民居，见到房屋条件、室内陈设，见到他们的日常饮食衣着，

和他们讨论日常消费，对这些基层民众的生活和经济情况就获得一些感

性认知，同时把当地民众经济生活的基本情况大致搞清楚了，有了这些

基础，再去看相关的基层统计数据，对新发生的变化就容易理解和跟踪，

也不需要再逐户去做问卷了。比如南疆我几乎每年都去，去了就会到村

里进行户访，每年问十几户或几十户，数量不多，但对这些村落的变化情

况就会有个大致的了解。现在我在基层社区调查基本上就是两种方式：

一是先看当地的普查材料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了解社区经济活动、人

口的结构，根据以往的调查经验对当地的变化做出判断；二是开展户访。

我这几年去喀什，喀什大学的一位维吾尔族教师曾在该校“包村点”的喀

什郊区第１８村驻村一年，对村里的情况很熟悉，我就请他带我到１８村

走访了８户，其中有最富的户、最穷的户和中间的户，这样大致对村里的

情况就了解了。现在我做户访时不带问卷，要问的基本问题都在脑子

里，问的时候要记笔记，回来之后把笔记整理一下录入计算机，当地农户

的基本情况就清楚了。我现在积累了大量的户访资料，这些东西未必要

发表，但它们能让我持续了解南疆农民的基本生活状况（住房、就业、收

入、消费等）及变化。我对当地农户的基本情况心里就有数了。

２００７年我带几个学生去南疆疏附县调查双语教育和流动人口。第

一天晚上我们和一个维吾尔族乡长聊天，他向我介绍了基层村民外出打

工的情况，我回到宾馆做了笔记。第二天早上我们去县劳动与社会保障

局要了一些资料。这个部门下属的“劳动力转移服务中心”专门负责管

理劳务输出。疏附县的劳务输出工作完全是由县政府统一组织和管理

的，由县政府办公室和山东省企业签劳务合同，劳动局保存着所有的劳

动合同，我把这些合同用照相机拍下来。另外，他们那里保存了劳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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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企业的工资发放表和其他一些资料，我也都拍了照。就凭这一天搜集

的资料，我回来就写了一篇文章介绍疏附县维吾尔族农民跨省流动的情

况。① 如果对当地社会和经济基本情况比较熟悉，有调查经验，知道在

哪些部门寻找哪些具体材料，这些数据在当地社会情境下有什么意义，

那么在调查时并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能够把一个专题基本搞清楚。

王：您说的这个例子，是我们从事社会学调查特别需要培养的能力，

但它其实要建立在调查者具有丰富调查经验的基础上。

马：对，你必须知道研究这个专题，你需要什么材料，知道这些材料

在哪里能够找到；另外有哪些材料只能通过访谈才能获得，你要能根据

经验知道这些数字在当地民众生活中实际意味着什么；调查中当你看到

一个材料时，你会判断它在你的研究中能用在什么地方。在这些方面，

没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和调查经验是不行的。

王：最近几年，北大社会学系一直在设计各种课程来训练本科生的

社会调查能力，但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课堂上提供给学生作

为经典案例来学习的文献，大都是采取人类学的调查方法，就是要在一

个社区中很久，与调查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现实中，很多社会学

调查不是这样做的，也没有条件这样做。对于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

成关于一个主题的社会学调查，这是个挺值得讨论的事情。

马：首先，要有一个清楚的问题意识，知道我这次调查的主题是什

么，要完成这次调查，我需要哪些资料。其次，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要判

断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些资料，它们属于哪类文件，会保存在政府的哪个

部门。最后，有些问题是需要对当事人进行访谈的，那么哪些人是当事

人，对处于不同位置的人，我应该问什么问题。总之，在调查之前，你需

要对这个地方的基本情况有了解。然后，每一次专门去调查一个主题

时，我要知道我最终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我就能判断我需要哪些

① 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
《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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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需要了解什么问题，需要找哪些人了解情况。

王：最后一个问题，和这个访谈的主题可能关系不是特别紧密，但还

是有点关系，就是关于您个人在民族研究领域的学术观点和学术风格的

转变。我看到，在２０００年以前，您做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调查、发表的文

章，主要是把您在美国读书时学习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带到中国的田

野，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这个方法和之前几十年国

内主要采用的民族学的方法很不一样。在２０００年之后，您提出了“去政

治化”的观点，这其实是一个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的民族理论、制度、政

策的系统反思。但是您的这套理论体系的形成，并不是基于某一次具体

的调查，而是建立在长期做民族问题研究所形成的洞察上。就像您刚才

说到的，所有的地方都是田野，任何地方都是调查地点，任何人都可以成

为调查对象。您其实是在很多次调查中，或者有时候并不是在做调查，

但是看到了一些事情，听到了一些声音，这样慢慢形成了您的这种认识。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去政治化”的体系应该说是您许多年的调查、研究

的一个总结。

马：对，虽然我现在写的文章可能不是调查报告，也不是建立在某一

次具体调查上，但是我的很多观点，比如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判断，对

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观点的判断，都是建立在很多次调查的基础

之上的。这些年我经常去喀什或和田，对这些观点背后的基本理论，我

是在访谈和观察中不断加以验证的。这些调查报告我未必写出来发表，

但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我能够知道我的哪些判断是对的，哪些判断

可能有缺失。这些调查的目标就不是为了写专题报告、发表文章，而是

对我的基本观点、基本判断，对我的基本思路和分析方法进行反复的印

证或修正。

王：您的这一套基本观点和判断，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雏形的

呢？应该不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有这些想法吧？

马：当然不是。你也许没有注意到，在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我编译的《西

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中，我还是把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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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为“民族”的。我国的５６个民族，是不是应当与中华民族同样被称为

“民族”？我的观点是逐渐改变的。在我的思想变化过程中，给我带来最

大的一次影响应该是１９９７年在南疆的调查。

我开展民族问题的研究过程有几个转折点。第一个是１９８５年的内

蒙古调查，第二个是１９８８年的西藏调查，第三个就是１９９７年的南疆调

查。在南疆的那次调查中，我就发现当地社会的民族关系较之以往发生

了一些变化，我就开始想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根据我多年的观

察、接触，我就判断这个问题出现在我们的民族理论、制度、政策对干

部、知识分子和青少年的引导上。到了２０００年，我开始建议把国内的少

数民族改称“族群”（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①，之后我就开始集中写这方面的

文章。

当然，２０００年以后我也继续在基层做社会调查和专题研究，发表一

些调查报告，比如翁牛特旗农民外出务工、疏附县农民跨省劳务输出、喀

什老城区改造、新疆对口支援的社会效果、南疆双语教育等等，这些基层

的调研活动一直在持续，我到了南疆也尽量争取做一些户访。但是，我

的核心关注议题已经转到对我们的民族理论、制度、政策的反思上了。

尤其是最近这几年，这成为我民族问题研究的重点。

王：谢谢马老师，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吧。

① 马戎：《关于民族研究的几个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