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历史走进人类学家
———评萧凤霞《踏迹寻中: 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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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耶鲁大学萧凤霞( Helen Siu) 教授将她 40 年华南研究的成果付梓成书，这部书一方面可以理

解为历史人类学视角的中国研究，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作者的华南研究对历史人类学的诸多理论思考，包括

文化、权力、空间、人的能动性以及结构化过程等。笔者尝试从本书中萧凤霞的 10 多篇民族志研究，依据

历史人类学的脉络来梳理萧凤霞在 40 年华南研究中的理论贡献，希望有助于理解 40 年来历史视角如何

影响了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思考历史视角如何融入中国人类学以及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

关键词: 萧凤霞; 历史人类学; 华南研究

作者简介: 张小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北京 100084)

2016 年，耶鲁大学人类学系的萧凤霞(Helen Siu)教授将她 40 年华南研究的 10 多篇成果付梓成

书，书名为《踏迹寻中:四十年华南田野之旅》(Tracing China: A Forty-Year Ethnographic Journey，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年底，香港城市大学的程美宝教授写了一篇十分有深度的书评，题目是《当人类学家走进历

史》。①我们曾约定从自己的理解来各自写篇书评。程美宝是历史学家，又是华南研究的直接参与者

和见证者，自然对该书有十分全面深刻的把握;而我是在华南研究起步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才转入人

类学领域，1992 年我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读研究生，成为萧凤霞(在港中大作为访问教授)城

市人类学课程的学生开始进入到华南研究的群体当中，无论是暑期田野还是各种学术会议，我都受益

匪浅，由此在学术研究中深深烙下了华南研究的痕迹，并最终选择了福建作为博士论文的田野地点。
作为一个人类学学者，由于能力和训练有限，我从来没有真正走入过历史，只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涉及

一些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在 1999 年末离开香港中文大学来到清华大学，我就几乎没有直接参与过华

南的研究。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很难把握好萧凤霞教授 40 年的华南研究。不过，在体会萧凤霞

“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的经历后面，多少还有着一些“当历史走进人类学家”的感受。这便是本文选

择了上述题目的原因。
所谓历史走进人类学家，具体到中国，是说从历史人类学和历史的视角如何走进中国人类学的研

究。一般而言，中国当代人类学的研究领域相对比较缺乏历史的关照，在其中自觉注入历史人类学的

视角，萧凤霞当是最早的践行者，《华南的“能动者”与“受害人”———中国农村革命的共谋》(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Ｒural Ｒevolution )②便是其代表作。她十分注重在人类学研

究中引入历史视角，本书开篇第 1 章的题目便是“反思历史人类学”。她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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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美宝:《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二十一世纪》2016 年 12 月。
参见 Helen F． Siu，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Ｒural Ｒevolu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全文引用该书英文版，只夹注章节和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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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通过这系列的演讲来澄清我与华南研究的学术伙伴多年来一直探索的一些主要研究

主题和概念工具。我们用它们来界定“历史人类学”，来指导我们在文献和田野方面进行研究。
毫无疑问，我们将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田野方法论，保持我们的批判精神，去阅读和理解历史与文

化的文本。( 第 1 章，第 29 页)

不难看到，上面的话蕴含着一个理想，就是用多年来一直探索的一些研究主题和概念工具来界定

“历史人类学”，去理解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历史人类学”这个概念最初来自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

它是史学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之产物。1993 年，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到中山大学演讲，首次在中国提到这个概念，并说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对我们十分

重要，因为我们得以更好地理解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一切人的历史，而不单纯是理解社会上层的历

史。然而人类学主要是从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学派内部发展起来的。可是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

并不重视时间，也不考虑历史。所以，有意成为人类学家的史学家应当创立一门历史人类学”。① 勒

高夫一方面主张吸收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另方面又认为人类学忽略了历史，因此主张建立历史人类学

以弥补史学和人类学各自之不足，后面则是促进跨学科的理论发展。大约从这时，“历史人类学”这

个概念开始在中国落地。年鉴学派以来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囊括了新社会史、新文化史、人类学的新马

克思主义史学、印度庶民研究等不同的理论流派。在中国，则是以华南研究而形成的华南学派。②

虽然早期的文化进化论、历史特殊论中有历史倾向，人类学对历史的忽视却也是历史性的。普理

查德(E． Evans-Pritchard)早就呼吁人类学重视历史，③萨林斯(M． Sahlins) 在《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

现实》(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Ｒealities，1981)中提出“历史的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
gy)，又在《历史之岛》( Islands of History，1985)中强调一种结构的、历史的人类学。但直至今日，历史

人类学依然难以成为人类学中的学科分支。主要原因一是“历史人类学”的概念曾经为史学所“抢

注”，二是人类学中尚没有形成共识的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体系，而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反而逐步形

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成为横跨人类学、社会学和史学三个横向学科的理论方法。
需要指出，无论是年鉴学派、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庶民研究还是华南研究，并不是在“历史人类

学”的标签下来形成自己理论的，他们多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 包括本土化的研究中) 创新和丰富

着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论。历史人类学的初衷和后来的学术实践，已经形成了其特有的跨学科的

学术视角和传统。一方面这来自于史学吸收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另方面历史人类学又反过来促进人

类学重视历史的研究。勒高夫早就提到历史人类学的跨学科初衷，主张用历史人类学来表达“史学、
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④ 萧凤霞则说:“我们探求自我反省

的田野方法，应用批判的方式解读历史文本及文化事件。我们可以从华南开始智思之旅，但所关切的

却远超于此，期以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视角贯穿海洋与陆地。”( 第 1 章，第 9 页)
萧凤霞尝试用 7 个部分来完成“历史人类学”的界定:(1)结构化过程(structuring);(2)个体能动

者( individual actor);(3)社会实践与人的能动性( social practice and human agency);(4) 解建构历史

(deconstructing history);(5)文化和权力的语言(culture and the language of power);(6)地域性与跨地

域性( locality and translocality)、统一性与多样性(unity and diversity);(7)互联的亚洲:全球性、国家性

和地方性空间的再思考( inner-Asian connectivity: rethinking global，national and reginal space)。这些

主题与书中的 7 个部分虽不直接对应(可能考虑到阅读方便)，却完全互通:第一部分:追寻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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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勒高夫、刘文立:《〈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史学理论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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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第二部分:变动不居的对象;第三部分:结构过程与人的能动性;第四部分:文化过程的权力

(culturing power);第五部分:字里行间的历史;第六部分:空间制造: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第七部分:历

史的全球和亚洲的后现代。
萧凤霞的华南研究，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历史人类学视角的中国研究，另一方面又包含了中国研究

对历史人类学的诸多理论观点。考虑到本文不是拘于作者在华南研究中的具体观点，笔者尝试从理

论框架来梳理萧凤霞在 40 年华南研究中的上述理论贡献，这其中有些是书中上述一些部分的主题，

有些则交织于本书的各章之中。同时，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40 年来历史视角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类

学研究，思考历史人类学如何融入中国人类学以及中国人类学研究对历史人类学的贡献。

一、历史的文化创造

“何为历史”? “历史何在”? 在历史人类学中，曾经有几个挑战:一是微观日常的历史对宏大历

史叙事的挑战;二是所谓“文化的真实”挑战绝对和唯一的真实，即历史是绝对的唯一真实还是文化

的相对真实;三是“主观的历史”挑战“客观”的历史真实，这就是新文化史学派的“从地窖到顶

楼”———走向心态史、意义史和观念史的研究转向，即走向表征性的历史( representative history)。微

观与日常的视角、表征的历史和文化的真实，可以归结为历史实质论的思考。
众所周知，史学对微观史的重视，来自法国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学家们。《蒙塔尤》《马丁·盖

尔还乡》《档案中的虚构———16 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屠猫记》等都是其代表作。
萧凤霞在书中也表达了对新文化史的学术情感。其实，这一研究视角恰恰来自人类学的影响。就人

类学而言，重视微观和日常研究是其长项。萧凤霞认为，微观研究提供给两个学科在历史人类学意义

上的结合。两个学科奋力将诸多微观研究主题置于广阔的结构或时间性历史语境中。
《妇女何在? ———华南地区的抗婚及地域文化的再思考》一文可以说是萧凤霞微观和日常生活

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篇对历史上珠江三角洲顺德和中山地区“不落夫家”现象的研究，她发现

这种婚后仍住在娘家，一年只有几个节日到夫家，直到怀孕生子之后才会落到夫家的现象，并非如一

些学者认为的是近代缫丝业发展而引出的妇女抗婚行为，而是华南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古

老婚俗，①这一习俗为何会在声称自己来自中原的珠三角地区的大宗族中发生? 令人费解。这些在

沙田开发中成长起来的所谓中原正统的来者，会否有一部分是当地原居民，他们在沙田开发中逐渐攀

附正统，把自己认同为中原人，却在不经意中留下了历史上作为当地原居民的婚俗? 为了能够获得相

应的身份地位(例如在明初的编户齐民中)，当地居民竞相追逐来标榜自己的国家正统。在珠江三角

洲“疍”与“汉”的研究中，萧凤霞说到珠三角的居民常称自己的祖先来自粤北南雄县的珠玑巷———有

学者已经论证过珠玑巷传说的历史虚构，珠玑巷意味着北方来者翻阅大庾岭来到岭南的第一站，在这

里他们得到政府的“路引”来到珠江三角洲。因此，这也是一条国家正统之路。萧凤霞在书中用“解

建构”(deconstructing) 一词来表达一种不断解构和建构的历史过程:“历史绝不仅仅是发生在过去的

事件，在时间上事件与事件之间也没有必然的线性联系。我们亦不能把历史等同于传统。所有现象

(或物质客体)都是由处身在时空语境中的人所造的，而这个时空语境则由文化所界定。重要事件之

所以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本来就是一个选择过程。”( 第 1 章，第 16 页)
华南的研究发现，历史的真实频频发生于历史的象征建构之中。象征建构作为一种文化创造，本

身就是表征性的历史。同时，文化真实的本体论包含着历史的多义性。在中国，这种历史多义性联系

到统一与多样性的张力，例如《香港:世界景观中的文化万花筒》一章，通过香港 1997 年的回归，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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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一种看法:当国旗从蓝色米字旗换成红色五星红旗的时候，不同人的心里，其实有着不同的香

港“历史”。百年殖民地后的香港，已在很多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经历了香港生活的不同民众无论从

情感上还是民族认同上，自然会呈现出不同的视角，也会引出了不同的“历史”。萧凤霞认为:尊重和

理解香港人的历史经历和他们主位的历史观甚为重要，经过了多年的历史发展，香港已经走出了一条

自己的路子。“香港人”的身份已变得多元庞杂，不是简单地用“西方”或者“殖民地”等语词可以涵

盖的。“香港”承载了多层次的社会意涵、经济利益和政治取向，她能够放眼世界，同时又心怀祖国。
“如果中央足够自信地来适应地方，给予他们足够的空间，容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生存于多样化的制

度下，政治中心的权威实际上可以得到领会”( 第 17 章，第 398 页) 。萧凤霞作为中国香港地区出生

的学者，对香港社会的理解自然十分深刻。在美国读书时，曾身处 20 世纪 70 年代学生反战运动，却

心系红色中国的发展，这促使她选择中国作为自己长期的研究领域。其后几十年，作为中国研究的著

名学者，她不断深刻思考，逐步凝结成上述对香港百年发展的理解，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治理哲学。
上述思考也来自华南研究中对一统的帝国与分殊的社会即统一与差异如何理解的问题。萧凤霞

的导师施坚雅(W． Skinner)使用市场模型，武雅士(A． Wolf)使用大众宗教，弗里德曼(M． Freedman)

使用宗族形态来关注这个二分，萧凤霞则从“文化过程”的观点来展开分析:一方面她看到不同地域

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差异，另一方面这些看起来十分不同的地区和人们却共同言说着国家的语言，参与

国家行为，并共谋着一套政治文化。在人类学中，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在《尼加拉:十九世纪的巴

厘剧场国家》曾提出“剧场国家”的概念，让我们从“文化国家”的视角来理解社会。萧凤霞在第四部

分提出“文化过程”(culturing)的权力，是在强调韦伯(M． Weber)的传统———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说教

化之下的政治形态。这是理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重要视角。正如作者所言:“我的基本问题是:历史

上的帝国治理是如何在缺乏精心构思的技术和组织能力的情况下能够施加广泛控制和维持国家地位

的合法性? 国家通过什么方式得到地方群体和地域社会的顺从，并对国民形成道德的影响和政治的

承诺? ( 第 4 章，第 133 页) 事实上，在所谓的国家边缘，百姓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中讲述的常是国家

的话语，甚至比国家还国家，这个共谋的文化过程下文还会提及。

二、历史主体的共谋

从对普通农民的关注，去展开中国农村的画卷，理解中国革命。这一学术冲动，不仅来自 20 世纪

70 年代萧凤霞曾经作为“革命青年”的一腔热血，也来自一个人类学者的学术理想，亦是历史人类学

中历史主体论的体现。历史主体论主要是问何为历史的主要承载和作用者? 作为历史主体的历史当

事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如何? 传统的史学重视客位的“历史”，强调英雄和精英的历史作用，忽略了当事人

的主位历史、平民的日常历史和历史的主体选择性。与传统的精英或英雄史学不同，普通的农民、知识

分子、商人、妇女、市民、底层边缘人群以及他们的主位看法，都是萧凤霞笔下的主体性之关注。
在“社会责任与自我表达———《犁沟》序言”( 第 12 章) 中，她通过分析当代一些先锋作家和文人

的事迹，来理解他们深藏于历史传统中的社会情怀:

“犁沟”这个词包含許多涵义。它代表了中国数代作家所目睹的各个政权接二连三在农民

背上犁出来的道道疤痕。基于社会责任感，作家们直书己见，并在文学领域里耕出印记。几十年

来这些犁沟无数次相交，他们一起为构成后代社会意识的政治景观提供了精神上的基底……五

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加剧，但无论其意图有多颠覆，这种使命感继续加固着他们

在独裁国家文化中所扮演的共谋角色。( 第 12 章，第 266 页)

上述分析，不仅是对历史上农民或者知识分子与国家共谋的看法，也在暗示着共谋作为一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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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普遍性:“历史叙述中的主角们用他们生命演绎的这出关于革命、文化自豪以及人类尊严的事

关重大的戏剧，恰恰显示了将作家与政权及其变更的权力基础联系起来的价值系统的顽强生命力。”
( 第 12 章，第 252 页) 这种共谋，并非完全主动和情愿，甚至带着某种抗争和几分痛苦的心理围城，却

又表现出种种的身心投入，令人想到虽在海浪中挣扎却又奋力与浪同行的驱体们。
“颠沛不流离:后改革时期华南非公民的城市空间”( 第 16 章) 是以 2003 年发生在广州的“孙志

刚事件”而写成的。孙志刚是个普通的大学生，毕业后加入到打工大军，被警察无端截查收容，在收

容所被毒打致死。事件轰动全国，结果导致中国几十年的收容制度被取消，并促使法治社会再度被提

上议程。在这个普通大学生的不幸遭遇后面，萧凤霞并没有去简单思考法律的问题，而是关注后改革

时代权力和实践的空间结构:当城市铆足全力向周边扩张，村庄被高速公路、购物商场和厂房吞没，亦

因此吸引数以万计的流动人口来租房、工作和生活。无情的市场力量和国家拥抱现代化的过程，造就

了今天中国城市迅速扩张，但在其边缘却存在不少由流动人口形成的飞地( 第 16 章，第 354 页) 。萧

凤霞分析了孙志刚死前居住的黄村，这是一个城中村，其社会空间和权力空间充满了边缘性和混乱不

安的失稳。政府视城中村为城市毒瘤，也因此这里成为治安的重点和另类。这样的城中村，甚至在北

京的一些城中村，都是白领的主要租房地。可惜像孙志刚这样的大学生打工者，他们不愿意住在工厂

宿舍，但是因为居住在这样的边缘空间，因而在不知觉中被归入了截查和治安的对象。萧凤霞指出:

孙志刚事件引出一串问题。城市扩张和人口流动虽然改写了城乡关系，但权力结构仍在文

化层面禁锢着农民，从而令流动人口边缘化。我们该如何分析这些权力结构? 不同形式的实践

如何既与市场力量交织，又与国家的管理、规训和监控共存? 本地社会又是怎样和其中的受害者

不自觉地共构这种“他者化”的过程? 我们是否可以将城中村和其中的生活形式，视为强加的意

识形态和政策在过去半个世纪碎裂、重组、内卷后所积淀的不同层次? ( 第 16 章，第 356 页)

除了知识分子与普通的城市边缘人，商人也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主体”。萧凤霞的“都会人的搁

浅:华南的商人与地方文化”( 第 10 章) 思考了历史上的商人群体，关注于如何评估商人团体在维系

国家和地方身份两者间关系所起的历史作用。中国历史上的商人既非资本主义下的现代商人，亦非

只是专心经营的生意人。她引用余英时的商人研究，说明从 16 世纪开始商人在尽力效仿正统的同时

已经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创造文化空间。因此，商人融合了多重角色:地方乡绅、宗族精英、国家正统的

代言人等，她还引述科大卫的观点:在一个没有商业法的政治制度中，商人会积极寻求保护和赞助，以

保障商业安全。从明朝开始，以地缘为基础的宗族组织崛起，控制了华南的乡镇;他们凭借族产、用于

仪式和拜祭的华丽宗祠以及大批的士大夫成员，有意识为其新兴的商业利益提供必要的保障网络。①

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情形就是如此:“即沙田上建立的族产、民间宗教信仰与实践、书院、以及珠三角地

区扩展过程中以居住权为基础的地缘联系，所有这些的发展均与该地区的商业化进程步调一致。”②

这些令我们思考商人是如何、又因何而参与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共谋的。
传统的史学可以说是精英史、英雄史、制度史，忽视了对平民史和日常史的关注。萧凤霞认为:

“人的主体性既不是完全困锁在具本质性意义的心灵中;也不是经验的、量化的物质对象，可以被化

约为静态的制度性结构。问题在于怎样分析性地掌握他们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与转化。”( 第一部

分，第 3 页) 她透过日常中的大、小人物，无论是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孙志刚还是乡村商人，让我们

看到的是这些人物后面的大历史画面，启发着我们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制度的深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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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构过程的中国

萧凤霞书中的第三部分是“辩证的结构过程与人的能动性”，她曾认为:

我们一直以来往往不必要把“结构”和“变迁”这两个概念截然二分。实际上，我们要明白

“个人”在分析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要了解的不是“结构”，而是“结构过程”( structuring) 。
个人透过他们有目的的行动，织造了关系和意义( 结构) 的网络，这网络又进一步帮助或限制他

们作出某些行动; 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活动。①

萧凤霞在清华大学授课时曾经提到:我们“华南帮”一直都在强调人跟结构的辩证关系。人带着

目的，带着历史的包袱，带着他们对政治经济的敏感，也有他们对整体的关照，然后有所行动。行动之

后，就出现了一层层的结构，好像中国的农民，有抗争的，也有共谋的，他们加在一起，做出了这个结

构。这个人和结构一直在互动的看法，既有涂尔干的功能，也有马克思的权力，还有韦伯有意识的行

动，这才是我们讲的“过程”。由此来看，萧凤霞所论的“过程”中蕴含的，不只是事物发生的过程，还

是包含了能动者和结构、权力关系和深层文化意义的实践过程。
结构过程的观点反对模式化的僵化观点，例如国家与社会的简单二分。萧凤霞则从文化过程的

观点进行理解。基于普通民众的能动性，可以看到另类的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共谋”。1977 年，萧凤

霞到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县做博士论文，接待的主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不过是农民，为什么你对

我们感兴趣呢?”她说到:跟许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我曾以为共产党取得政权是有广泛的群众

支持的。于是我想知道，共产党是如何利用它的思想和组织方法去建设一个现代的经济和国家体系，

为广大农民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平等的呢? ( 第 3 章，第 51 页)
1989 年，萧凤霞发表了《“能动者”与“受害人”》。在那个年代，能动者(agent) 这个词对很多人

还比较生疏，所以常被误译为“代理人”。她曾说:我的意思完全不是代理人(指 agent)，我要说的是

一个有意识、有目的、有历史经验的人，他们一直在参与做什么样的国家结构，同时这个结构又怎么把

他约束住。这不是“国家”简单强加什么东西在你身上，而是你自发地接受了、内化了那些国家的语

言、国家的权力，是在与国家共谋中做出了这样的结构。② 华南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国家”正是透

过复杂的历史文化实践过程，被百姓们做到了基层社会，做到了他们自己身边。“他们既是能动主

体，也是受害人，共存于他们所说的革命的变迁过程中”( 序言，xiii) 。③

“小城镇的社会主义卖货郎和太子党”(第 5 章)是一篇有趣的讨论，透过珠江三角洲南溪镇在改

革年代初期的境况，④作者将乡镇作为分析单元，讨论了“国家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的结构过程:

“依托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中的国家权力已深植在几代人的心里，挥之不去。不无讽刺的是，尽管他们

另有所图，但在他们的日常追求中却复制了国家的权力。我把这个过程称为“国家内卷化。”( 第 1
章，第 20 页) 内卷化即内衍化，通常指一种秩序不断精细化的过程。最初由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在《农业内卷化》一书中用于描述印尼爪哇以水稻种植业为中心的传统文化生态所呈现的僵化，不同

于荷兰殖民之下的巴厘岛的现代化景观。杜赞奇(P． Duara)曾使用内卷化这一概念来描述民国时期

建立现代国家的失败经历。他认为传统社会国家关系模式的现代扩张的过程就是国家的内卷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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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社会在改革中的困境之一便是:政治文化的内衍形成了国家的内卷化。萧凤霞问道:“即便国家在

80 年代鼓励地方社会在商业上开拓进取，可是地方社会如果仍然不自觉地依赖这套政治文化，难道

不会扭曲了改革者所冀望的经济自由? 这岂不是重蹈吉尔兹笔下印度尼西亚的覆辙么。”( 第 5 章，
第 75 页)
“结构过程”作为萧凤霞的核心理论概念之一。她说:

将“中国视作过程”( China as Process) ，旨在挑战我早年受教育、支配 20 世纪社会科学那些

静态、实证的二分法范畴……我以为，文化、社会、国家政体、人口、地方等，并不是天生就有、早就

存在、不能逾越的实体。相反，它们是由充满经济利益和权力驱动的人的行动及其道德想象建构

的。对我而言，强调“过程”和“实践”，是要抓住充满惊奇的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人文的不断变动。
理解“结构过程”，指的是体味在某个历史拐点，造就这些纷繁历程的元素积淀( hardened) 如

何呈现为具有持久意义的制度性结构。社会生活必须恰如其分的置放在这些历史时刻之中，唯

有如此，产生人类行动并赋予这些行动以意义的序列框架才能同等地获得重视。( 序言，iii － ix)

历史积淀如何凝结成有持久意义的制度性结构，涉及人类学实践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实践

理论家布迪厄(P． Bourdieu)的“习性”(habitus)。中国历史延续下来的文化积淀，可以说是“文化习

性”，而政治文化的积淀直接影响到诸如国家内卷化的过程，在这其中，充满了文化的权力实践。

四、文化的权力实践

“实践”(practice) 的概念来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人类学的“实践理论(practice the-
ory)”。实践理论一方面强调主体的能动和建构，另一方面强调客观结构。实践理论家萨林斯认为

“历史的过程乃展示为一种结构的实践与实践的结构之间持续不断又相辅相成的运动”。“对历史人

类学的巨大挑战是不仅要知道诸多事件如何由文化形成秩序，而且要知道在此过程中，文化是如何被

再秩序的”。① 本书的第四部分为“权力的文化”，探讨的就是权力的文化实践。
萧凤霞和刘志伟的“宗族、市场、盗寇与疍民———珠江三角洲的族群性”( 第 9 章) ，讲述了明清时

期珠江三角洲的不同人群如何使用各种族群标签，进行复杂的政治建构和经济资源的争夺。前述在

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中，诞生了一些强宗大族，这些正在攀升的人群使用不同的文化手段，一方面

控制着当地的市场和庙宇，举办各种士大夫的活动，包括菊花会等等;另方面在建构着自己的政治和

文化正统，例如排斥被他们标签为“疍”的沙田区居民。“疍”( 一般指水上居民) 在当地被标签化为

社会地位低下的边缘群体。不过他们也不甘示弱，建立起自己的市场并使之成为水上居民的祭祀中

心。1949 年以后，新的阶级格局让社会地位低下的疍民成为新国家依靠的翻身农民，而原来的强宗

大族和他们所代表的地主和封建主义则被打倒。可见，珠三角的不同人群依赖不同的国家象征，在不

同的历史时空建构自己的政治地位。
另一个相关研究是“颠覆宗族的权力:20 世纪四十年代的地方土豪和地域控制”( 第 13 章) 。番

禺县沙湾的何氏宗族诞生于明，到了 20 世纪转折之际，他们似乎全盘掌控了当地资源。他们排斥

“疍家”居民，处于社会边缘的海外商人试图在新会县重建宗族。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当中国陷入动

乱，一代非正统的地方土豪迅速崛起，并填补了权力真空。他们占据祠堂，通过勒索和走私建立了新

的地域社会控制网络，宗族在此成为文化实践的工具。华南学派在 1980—1990 年代通过对珠江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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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和福建的研究，发现华南宗族并非自古就有，而是来自明代的文化创造，这是华南历史人类学研究

的一个经典发现，其理论意义之一，便是宗族作为文化权力的工具，被人们用于地方社会的重整与建

构，至今如此。
“仪式的循环再生:当代中国农村的政治和大众文化”( 第 6 章) 是发生在珠江三角洲权力文化实

践的现代版本。萧凤霞通过观察广东葬礼和婚礼的社会意义，质疑简单的传统复兴的看法，认为现在

的各种仪式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被重新建构，其涵义和人们对农村社会权力关系的解读紧密相连。
1949 年以后，传统的仪式和大众文化被冠以封建迷信等字眼而受到批判和禁止，其社会基础看起来

也被彻底打垮。但是，以文化的方式，很多传统依然顽强生存于人们心底，虽然碎片化，却不失生命

力。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得乡村的传统文化碎片得以重组和“复兴”。萧凤霞的研究揭示:

这一过程显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有着国家权力的影子。这与香港和台湾不同，仪式实践的淡化受

到市场的世俗化力量影响;而在大陆，垄断型的国家权力有效渗透了这一循环再生的过程。
“传统的循环再生———华南菊花会的文化、历史与政治经济”( 第 8 章) 通过始于 18 世纪末小榄

菊花会的分析，发问从历史到当今，这一地方盛会何以经久不衰?

在过去五个世纪里，珠江三角洲的沙田开发伴随乡镇的繁荣，形成了复杂的社会景观，小榄镇举

办的菊花会，在宗族、小区和地区政治经济的建立中，起着何种不可或缺的作用? 换言之，本地精英以

及平民百姓是否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有象征性和工具性的手段，把自己整合成中国文化和政体的一部

分? ……这种文化象征是怎样循环再现并遍及日常的小区生活中，由此产生新的意义和巩固新的政

治利益? 通过考察菊花会的各种象征如何在地方社会和中央政权的关系的演化中形成一种整合的力

量，本文认为，在这个过程里，地方的发展一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也深深刻

上中国文化统一性的印记( 第 8 章，第 138 页) 。
作为一个文人传统，“菊花会体现了一个可见的公共文化和互相协调的权力舞台”。同时也是一

个充满文化权力的象征场域。场域( field)的概念来自布迪厄。它是一种关系的空间，是斗争的场所。
换句话说，场域本身就是动力场域。各种要素在其中既受到力场的作用，也作为场的一个部分贡献于

场。体现了主体既能动于场域，又被场域结构所作用的辩证。即便菊花会曾被冠以“封建”活动，依

然在 1949 年以后举行过几次，包括改革开放后镇政府如何利用菊花会来吸引外资。她提出了几个理

论的要点:一是与施坚雅、弗里德曼、武雅士等人对话，指出“文化”这一分析视角的重要，文化话语在

菊花会中成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心;二是强调文化并非是社会的简单反映，而是一个主观能动和客

观结构辩证一体的实践:在文化意义产生的过程中，人的能动性参与其中的结构化过程;三是“地方

精英在不断延续的传统及变化的过程中都起了作用。在塑造他们自身地位的过程中，他们利用了本

来由上而下渗透的国家文化，去创造地方社会”。这是一个延续自历史的基层社会不断“被国家”的

文化实践过程。

五、背负着历史行囊的中国纪元

从萧凤霞本书的十几篇论文可以看到，她驾驭各种历史题材研究的能力，包括在不同历史过程中

的政治、经济、宗教仪式、性别、妇女、商人、农民、城中村、宗族、族群、移民、大众文化、城市中产、景观

等等现象的研究，体现出其深厚的研究功力、研究视野和研究境界。
“中国纪元:背负历史行囊快速前行”( 第 4 章) 是一篇书评，通过评述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研究的

三部著作，她进一步强调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不能没有历史:

中国正在沸腾! 全球的媒体众口同声说这是“中国的世纪”……这一切莫不展现出中国欣

欣向荣、一往无前地奋力走向真实和想象的市场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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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活力充沛、戮力向前的老百姓在背负着怎样的历史行囊? ……这些作为能动者的个体

如果可以顺利克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种种困难，那么又该怎样理解他们的能动语境呢?
……我们怎样从理论上把这些起作用的行动与人们置身其中的制度性结构连结起来? 是否像以

前一样，这些能动者会成为自身行动所造就的处境的受害者? ( 第 4 章，第 59—60 页)

她的发问将当代中国的图景拉回到她的成名作(《能动者与受害人》，1989 年) 之中，似乎希望从

她研究的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年代中，找到某种共同的韵律。从她评论的三部书中，或许可以看到她

所寻求回答的思想轨迹。
第一部是阎云翔的《社会主义的私人生活》，作者以长期生活过的黑龙江下岬村村民日常生活，

试图超越家庭研究只侧重结构、组织或层级的模式，探讨家庭中个人的亲密关系、情感、权利等个体道

德经验。透过几十年改革带来的家庭重组和道德变化，思考私人生活的扩张以及个体化的发展。作

者认为私人生活的扩展是因为传统家族制度和家庭价值弱化、家庭中性别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变化、年
轻人的个人向往和自我追求增强、市场化的驱动、农村公共生活的缺乏，这些导致了自私的个体化和

公共生活的缺失。萧凤霞则认为:这类现象的出现，并非简单的国家在乡村公共事务中的撤离，或者

市场化的驱使，如果回到历史的能动，可以发现个人的情感和私人生活的各种能动性早就存在:“如

果这些情节在革命前早就存在且以不同方式为人熟悉，那么我们该用哪些概念工具理解它们，才不至

掉入中国家庭要么协作共生、要么经济主导这两种理解模式的泥潭?”( 第 4 章，第 62 页)
就我的理解，萧凤霞是希望指出历史上的家庭已经有丰富的私人生活，不论是费孝通的“自我主

义”，还是林耀华在《金翼》中提到的家庭中的妇女地位，都说明私人生活空间并非狭窄。社会的公共

性也依托家庭而存在，家庭成为衔接私人与集体两个领域的道德结构。近代以来的家庭革命和社会

主义集体化导致了承载着公共性的“家庭”等村落单元弱化，私人生活受到压抑，改革后的私人生活

拓展，并非是简单的上述原因，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就华南历史而言，私人生活空间与国家曾

经有着某种有机结合，因而导致华南社会在明清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世界领先的经济水平。这或许

是对“共谋”的另一种诠释。反而在人民公社和今天“三农问题”的背景下，空巢家庭、留守儿童、城中

村等问题让我们看到:农民的私人生活空间至今仍难以扩展。无论如何，私人生活的重新释放必然要

受到现实文化的影响，但是其历史文化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更何况，讲到“私人生活”，中国人的

私人生活与西方的私人生活也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文化的差异，两者的“私人”与“生活”都有着各自

不同的文化意义。
第二部是冯婉杉的《惟一希望:中国一胎化政策下的成长》。作者在 1997—2002 年在大连进行

田野调查，集中探讨与传统家庭不同的独生子家庭及其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①

有一次，冯婉杉得悉一个重点高中学生自杀的消息，而真正让她震惊的是一位受访的初三学

生没有丝毫哀伤，相反却报以一种算计的冷酷，说道: “我希望更多高中生自杀———这样，在考重

点高中、进大学，以及工作上便会少些竞争对手。”( 第 4 章，第 63 页)

如此的冷酷，包括极端的拜金，欲望的无限，究竟是怎样发生于这个曾经有着古老文明的民族和

国度的? “人口”作为中国巨人的历史行囊，其中又究竟承载着怎样的文化“包袱”? 如果我们共识中

国人并非天生劣质，那么，解开现象后面的深层逻辑，恐怕是研究者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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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Fong Vanessa，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 Child Policy，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 4。



第三部是文集《人在旅途:女性与当代中国的城乡流动》，①其中讨论了“打工妹”问题，作者们关

注于农村妇女外出的动机，她们在城市工作、生活的经验，她们用什么策略改善或超越城市人眼中的

次等地位，她们的社会网络以及与家乡的联系，她们如何创造未来，以及外出务工对她们自身、家庭、
家乡的深远意义等。在这些后面，依然是历史的包袱沉重地压在妇女身上。尽管曾经有过“妇女能

顶半边天”的响亮口号，但是面对城市人 /乡村人、“农民”“小农”等历史标签以及社会结构的界限，依

然是农村妇女难以逾越的鸿沟。
上面三部文化志研究，本来各有其十分敏锐而又见微知著的研究问题，都在自己的研究对象后

面，关注和思考着中国社会。萧凤霞集三部书评于一体，将三者的理论思考推到历史的视角，深刻指

出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当今中国社会对历史文化的“路径依赖”:

她们，或许是阎云翔笔下的下岬村村民，或许是冯婉杉关心的独生子女，也可能是打工妹。
但不管是谁，他们都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行囊，却又无可选择地依从快速的方式急步前行。他们

到底在什么意义下是能动者，又在什么意义下成了共谋? ( 第 4 章，第 65 页)

可以说，当今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研究均忽视了历史的文化行囊，而中国研究如果没有历史的视

野，多会是跛脚的研究。因为历史文化不仅是当今人们肩负的行囊，还是他们身体中的文化血液，是

他们生命延续至今的一部分。因此，萧凤霞的所有研究都充满了历史的思考，这也让她的研究成为了

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典范。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诸多问题，绝非简单的制度安排和体制改革就能

够顺利解决的，理解和探讨其中的历史和文化之深刻蕴含，或许是当今研究不可或缺的“问题意识”。
在此还希望指出:跨学科的研究视野会对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有极大的帮助。萧凤霞曾与同事合

编两本文学集子、三本历史文集以及两本关于当代社会议题的文集，都是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她说

自己成长于一个不断质疑的年代，因此十分珍视跨学科的探索。在 40 年的华南研究中，她将历史人

类学的理论融入其研究之中，形成了其对中国社会深入理解的观点体系。同时，萧凤霞作为这个群体

当中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至今依然担负着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如何让历史走进人类学家的路

标———当然也是一个会被年轻一代超越的路标，要知道，这对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最后想说，学者是否有对人类和社会的终极关怀，常常会影响到他们的研究境界。“目前中国史

学的发展，带有‘终极关怀＇意义的方向感实际上已经相当薄弱……如何通过解构的、碎片的研究，辩

证地培养起把握整体的‘中国文明＇或‘人类文明＇的意识和雄心，是这一代人终究要直接面对的沉重的

问题”。②华南研究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终极关怀，理解中国，理解世界。③ 而真正的终极关怀，是一个

人类学家对人类命运的深深惦念。从萧凤霞教授的学术执着、字里行间，我不断体会着一个人类学家

40 年华南研究之旅的艰难，却也是以学术造福人类世界和中国社会的高尚与幸福之历程。

( 责任编辑: 匡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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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 Gaetano，Arianne M． ＆ Tamara Jacka eds． ，On the Move: Women in Ｒural to 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参见陈春声:《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2015 年 9 月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所主办的“新时期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参见萧凤霞参与编撰的两卷新著《翻展亚洲:变动的年代》(Asia Inside Out: Changing Times)和《翻展亚洲:互通的

空间》(Asia Inside Out: Connected Places)，均由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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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ing，Ｒitual Marker and Backward Observation from Now———Three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 China Zhao Shiyu

I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n Chinese society，scholars have gradually put forward
some concepts，such as structuring by Helen Siu and Liu Zhiwei，and ritual marker by David Faure，which to some
extent represents a sort of self-consciousness in scholarship． If we regard the structuring as the object of study，the
ritual marker as the entry point，the term backward observation from now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certain methodol-
ogy． Based on such self-consciousness in scholarship，a new picture of Chinese history could be drawn．

When History Approaches Anthropologists——— Ｒeview on Helen Sius Tracing China: A Forty Year Eth-
nographic Journey in South China Zhang Xiaojun

Helen Siu，a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Yale University，distilled forty years of field research into a coher-
ent personal narrative in book form． The book applies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o the study of
South China． She used her field observations to illuminate key issues in anthropology，history and literature，

such as culture，history，power，place，human agency and structuring． The review teased ou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Sius work by reviewing a dozen of her essays included in the book． It hopes to illustrate how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intertwine productively to impact a range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i Xuanbo and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ical Orientation in Ｒesearch on the Ancient History During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Zhao Manhai

Li Xuanbo (1895 － 1974) was distinguished in the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Lis historical views shifted from relying on archeology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transition benefited
from Lis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early years and the social scientific tren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and the catalyst was the inspiration from translating ancient Greek and Ｒoman social
studies: the knowledg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 the primitive society contributed to interpreting some problems
as the myths and legends，rites of life，societal organization，kinship terminology，and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pre-
Qin period． Li not only mad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the reference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proposed some new ideas and replenishing new materials to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history but
also made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 limitation of the reference from the height of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It
will not only help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but also bring profound enlightening sig-
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historiography to explore Li Xuanbos achievements in the
reference to the knowledg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on the occasion of the burgeoning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 Milestone in the Study of the Ming Governmental Finance———The Ｒeview of Wan Ming and Xu
Yingkais Mingdai Wanli Kuaijilu Zhengli Yu Yanjiu Shen Bin，Liu Zhiwei

The Wanli Kuaijilu is a national fiscal record edited by the Ming household department in 1582． The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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