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历史的民族志
———从马凌诺斯基出发

张丽梅 胡鸿保

提要: 马凌诺斯基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志方法的奠基人。今天，严格意义
上的民族志仍然遵循马氏的基本准则。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对人类学家的
自我身份及其专业实践进行了深刻反思，而功能主义人类学也在后继者那里
得到了修正，但是，现场的主客互动依旧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在
人类学走进文明社会后，文献成为田野作业里重要的补充。不过，笔者认为，
其实只有田野研究中对于文献的利用，不存在所谓“走进历史田野”之说，历
史民族志仅仅是文献而已，其现场感是“别人的”，并非使用这份民族志的人
的，而作为当事人的作者没有将其当成“历史民族志”; 真正的民族志是要有
主—客面对面互动的、有切实的伦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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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近代西方的人类学进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如今在社

会科学里讨论所谓“民族志”，基本就是讲的“ethnography”。① 作为学

科专业术语和一套方法，它的奠基者应该是马凌诺斯基，正是马氏在

1920 年代开创了现代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大约在 1960 年代以

后，这种研究方法受到挑战同时得到了改进。而民族志也经历了新的

发展阶段( 奥特纳，2010; 高丙中，2005 ) 。从共时—历时的两分来看，

民族志方法及其本质特征无疑属于共时性的，有人批评马氏的科学民

族志缺少历史维度，后现代主义的民族志又有把历史和历史性( histo-
ricity) 归结于当下的取向。我们觉得，从人类学史的角度对民族志的

历史和 /或历史性进行一番审视，应有益于提高民族志研究的水准。

一、马凌诺斯基革命

从 19 世纪中期人类学确定独立学科地位到 19 世纪末以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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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异译“人种志”，我们“舍名质实”，也当作“民族志”处理( 见胡鸿保、左宁，2008) 。



学的资料收集和理论研究工作是彼此分离的。早期人类学家中，除摩

尔根曾深入实地调查易洛魁人外，绝大多数都是像泰勒、弗雷泽这样的

“扶手椅上的人类学家”，对别人收集记录的、信度无从保证的二手资

料予以选择性利用，在跨文化比较基础上推测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19 世纪末以来，专业人类学家如哈登、里弗斯、塞里格曼等开始走

出书斋，进入土著部落进行实地考察，但他们的田野工作大多局限于

“调查工作和表面知识”，在当地翻译和西方白人的帮助下“造访一个

广大地区上的许多部落，以期划出分布图和指明有待调查的问题”
( Kuper，1988: 10) ，民族志材料大多来自转录的文字资料，或者对特

别挑选的“好的报道人”所进行的较短时间的、正式的、有偿的访谈。
这种做法其实并不能很好地保证田野调查资料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里

弗斯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呼吁学界改变这种做法，转而进行“深度田

野工作”，其最典型的做法是“让( 人类学者) 在某个社区或 400 － 500
人的社群中生活一年以上，同时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文化所有方面……
用当地话来进行调查，而超越一般的印象”( 转引自 Urry，1972: 50 ) 。
他还在“深度田野工作”的总体框架下，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原则、
方法和注意事项，并写在 1912 年版的《记录与问询》( 第四版) ①中。
1914 － 1918 年间，马凌诺斯基因缘际会之下在梅鲁岛和特罗布里恩德

群岛呆了两年多时间，与土著人一起生活，沿着里弗斯所指引的方向发

展了现代民族志田野工作体系，在人类学界引发了一场深远革命。
以 1922 年《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出版为标志，作为一种研究手

段和学术范式的现代民族志隆重登场。它具有三方面的突出特征。第

一，系统的田野工作方法: 在至少一年的完整生产、生活周期内，远离白

人，学习土著的语言，采用土著的观点和视角进行参与观察和深度访

谈，并对土著的所言、所行、所思之差别进行仔细辨析和移情理解。第

二，文化全貌观，为此，民族志调查必须包括三个方面: 1 ) 用一系列图

表记录部落组织及其文化构成之全貌概观; 2) 以民族志田野笔记的形

式记录“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以及行为类型”; 3) 提供对民族志陈

述、特殊叙事、典型说法、风俗项目、巫术模式等的说明( 马凌诺斯基，

2002: 18) 。第三，功能主义的科学文化理论: 文化整体各构成要素之

间彼此关联，这种关联就是“功能”，即“对需求的满足”，而生物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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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书第六版已出中译本( 参见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2009) 。



的天然需求又是一切功能联系之基础; 民族志研究不仅要记录所见、所
闻，还必须对其功能进行分析，进而构建一门“文化科学”。这样，马凌

诺斯基将民族志、田野作业和理论统一起来，彻底改变了以往资料收集

和理论分析、实地调查和书斋工作相分离的状况，大大提高了田野作业

所获资料的质量，民族志也因此真正具备了作为独特研究方法和独特

文本形式的双重特性( 参见胡鸿保、张丽梅，2010) 。
此后，大量人类学者因袭这种民族志方法对非西方的部落社会进行

共时性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功能主义成为人类学史上盛

极一时的理论范式。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以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中国学人

将功能主义民族志方法成功地运用于文明社会的村落研究，拓展了人类

学的学科视域，使马凌诺斯基式的科学的、整体民族志尊荣更盛。

二、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变化

功能学派反对进化论和传播论者的“臆测历史”，这在人类学理论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却拒斥一切历史材料和方法，

仅仅注重共时性、整体性研究。拉德克利夫 － 布朗虽然承认历时性研

究的价值，但依然坚持与功能研究相关的共时性研究要先于与历史研

究相关的历时性研究。英国功能学派这种“无历史”取向一直为后世

人类学家所诟病。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1940 年代中后期尤其是 1950
年代以来，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的发展日益多元化，埃文斯 － 普里查德

( E． E． Evans-Pritchard) 、格鲁克曼( M． Gluckman) 、利奇( E． Leach) 、
费孝通等人都曾在人类学研究的历史维度上有所反思和实践。

( 一) 埃文斯 － 普里查德

埃文斯 － 普里查德对马凌诺斯基和拉德克利夫 － 布朗都有所承

袭，但从不是单纯的追随者。事实上，有着历史学背景的埃文斯 － 普里

查德对马、布二人及其忠实追随者的“无历史”取向深有自觉，认为“功

能论者在倒掉臆测历史的洗澡水时，也把真实历史这个婴儿一起倒掉

了”( 参见 Evans-Pritchard，1950; 埃文思 － 普里查德，2010 ) ，并致力于

发展一种“历史人类学”。
1949 年，《昔兰尼加的塞努西教团》( The Sanusi of Cyrenaica) 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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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该书的材料主要是埃文斯 － 普里查德在昔兰尼加服役的两年多

时间中收集的。或许与军事任务在身无法进行系统田野作业有关，该

书基本背离了拉德克利夫 － 布朗主张的共时研究要先于历时研究的基

本原则，成为一部使用历史材料写就的人类学著作。一方面，该书讲述

了 1837 － 1942 年间的昔兰尼加史，尤其是那些导致阿拉伯人传统生活

方式的东西( Barbour，1950 ) ; 另一方面，该书不同于编年或断代的史

学著作，其目的依然在于解释当代的社会学问题，历史材料只是用来解

答问题的资源。可以说，《昔兰尼加的塞努西教团》一书成功地实现了

结构因素和历史事件分析的结合( 蒋斌，2008: 106 ) 。那么，社会人类

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在 1950 年的马雷特演讲中，埃文斯 － 普里查德给出了明确的答

案，提出了其“历史人类学”观点，认为人类学是一门艺术，与历史研究

相通。在这篇演讲中，埃文斯 － 普里查德首先回顾了人类学学科的起

源及早期发展，明确反对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者的线性历史发展观，同

时也批评了以马凌诺斯基为代表的一些功能论者认为“历史和功能研

究无关”的观点:

人类学家不需了解制度的历史来源或未来走向就能理解它们

在某个时点的功能运作……这对我来说是十分荒谬的……对制度

的历史的忽视，不仅妨碍了功能论人类学家对历时问题的研究，还

阻碍了对他更为看重的功能性解释的检验，因为能为其提供实验

场景的，正是历史。( Evans-Pritchard，1950)

他结合当时人类学研究实践的新动向进一步指出: 随着人类学家

开始研究诸如爱尔兰与印度的农村社区、贝都因阿拉伯部落、美国和世

界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等相对复杂的“有历史”社会，历史研究对人类

学的重要性尤其突出。
在此基础上，埃文斯 － 普里查德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过程按抽象

层次的不同区分为三个阶段，分别论证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共通性。第

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描述，在此阶段，“人类学家致力于理解一种文化

明显、重要的特征，并将它们翻译为人类学家自身文化的术语”，历史

学家也是如此。二者都是选择性地使用材料，并没有方法论意义上的

根本性差别，只不过社会人类学家使用的是来自田野的直接材料，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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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使用的是文献和档案等间接材料。正如美国历史特殊论的代表

人物克鲁伯( A． L． Kroeber) 所言，“历史方法的基本特征不是事件之

间的时间关系，而是用描述把它们整合在一起”( 转引自 Evans-Prit-
chard，1950: 122) 。因此，共时研究不是人类学的“特权”，历时研究也

不是历史学的“专利”。历史学家如果专注于某一时段的特定文化，也可

以写出“民族志专书”，如瑞士学者布克哈特( Jacob Burckhardt) 的名著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人类学家也可以研究一个历时发展的社

会，写出与一般记述史、政治史有别但本质上相同的社会史，如埃文斯 －
普里查德的《昔兰尼加的塞努西教团》。第二阶段致力于揭示社会或文

化的内在模式，很多历史学家都在这样做。第三阶段是比较，即对不同

的社会或文化结构进行比较，历史学家也不排斥比较和分类，虽然通常

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进行( Evans-Pritchard，1950; 刘海涛，2008) 。
埃文斯 － 普里查德明确指出:“社会人类学是一种历史编纂学，因

而最终是一门哲学或艺术。它将其所研究的社会视为一个道德体系而

非自然体系……它寻求的是模式而非科学法则，关注的是解释而不是

说明”( Evans-Pritchard，1950 ) 。他宣称自己同意法律史专家梅特兰

( F． W． Maitland) 的观点，“人类学要么成为历史学，要么什么也不

是”，并认为这话还应该倒过来说:“历史学要么成为人类学，要么什么

也不是”( Evans-Pritchard，1962: 64) 。埃文斯 － 普里查德对人类学发

展所做出的前瞻后来果然成为现实。①

( 二) 格鲁克曼

有着法律背景的格鲁克曼是著名的非洲研究专家，曾在中非和南

非的一些族群中，包括祖鲁( Zulu) 、巴罗策( Barotse) 、通加( Tonga) 、兰
巴( Lamba) 等，进行过田野研究，并一直对社会变迁、“部落”生活与

“城镇”生活的关系、土著民族的法律深感兴趣。在格鲁克曼看来，马

凌诺斯基对文化接触和文化变迁问题及其重要性有所认识，并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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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文斯 － 普里查德说:“我希望，人类学在将来会有一个人文学科的转向，尤其是朝向历

史学，特别是社会史或制度、文化、观念史。在这种转向过程中，社会人类学还会保持自

己的个性，因为它有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技术和传统。虽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人类学

很可能继续以对原始社会的研究为主，我相信在本世纪后半叶，人类学将比过去更关注

更为复杂的文化，尤其是远东和近东文明，在一般意义上与东方研究并驾齐驱……也就

是说，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将包括全世界非欧洲民族的所有文化和社会，它们的过去和现

在”( Evans-Pritchard，1950) 。



维度方面做了些弥补性工作，但他将社会变迁等同于文化接触的观点

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对历史及历史研究的认识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马凌诺斯基既没有逻辑地分析历史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社会变

迁的意义，也没有参考任何重要历史学家的著作……在“何为历

史”这个问题上，马凌诺斯基的解答极为混乱。他没能将对一种

文化的理解———这种理解源自关于该文化历史的知识以及对其历

史过程的分析———和文化持有者所知道的历史对于他们自己的意

义区分开来。马凌诺斯基认为一个部落曾经嗜食人肉的恶习和现

代营养学并无关联，这或许是正确的，但这一事例以及诸如此类的

其他事例并不能证明历史研究没有价值。( Gluckman，1947: 103
－ 104)

在此基础上，格鲁克曼明确指出了历史研究的价值之所在:

其一，任何事件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要想知道

一个事件为什么会发展成它现下的状态而不是其他样貌，我们必

须了解其历史……再者，离开历史研究，我们就无法了解人际关

系、群体关系变化的动力机制。( Gluckman，1947: 104)

正因为如此，格鲁克曼提倡在人类学研究中加入历史维度的考察，

并且，对“历史”的认识也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分析的眼光: 关于“死

历史”和“现存传统”的区分固然是有益的( 马凌诺斯基认为，人类学家

不关注“死历史”，只关注“现存传统”) ，但研究者决不能忽略那些被今

人忘却的所谓“死历史”之于“现存传统”的影响。惟其如此，我们才有

可能透析社会变迁的复杂动力与过程。
此外，相较于战前的结构—功能主义立场，格鲁克曼更关注实际的

社会行为，尤其是社会行为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差异性，更关注社会规范

中的模糊性、矛盾与冲突。格鲁克曼认为，社会平衡不是自然天成的，

不是由各种社会群体和社会规范的巧妙整合所导致的社会常态，而是

平衡各种对立因素的辩证过程的产物，社会冲突并非社会团结的对立

物，二者可以共存，社会的团结和平衡状态是通过有节制的冲突而达成

的。这种观点挑战了早期功能主义人类学的静态平衡观，为英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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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对祖鲁等南非民族的田野研究中，格鲁克曼一直注意践行其理

论观点和方法主张。他引入历史的眼光，使用历史材料，以过程论、冲
突论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变迁和社会关系，并在这种研究实践中逐步形

成了拓展个案法( the extended-case method) 的基本思路。1940 年，格

鲁克曼发表了“现代祖鲁地区的一项社会情境分析”一文( 格鲁克曼

的学生们称之为“the‘Bridge Paper’”，即“桥文”) 。该文将 1938 年祖

鲁的某一天当作一个“社会情境”，详细描述与新桥通车典礼相关的诸

多人和事，读者可以在新颖的人类学陈述中发现: 白人长官及其随员、
酋长与当地普通民众、人类学家本人等各自属于不同的群体，且彼此间

的对立随处可见，但他们却在共同利益的范畴内互相来往，反映出一种

结构化的社会关系。由此，格鲁克曼将一个特殊情境和更广阔的时空

背景联系起来，并由此透析社会冲突和社会平衡的辩证关系。这种呈

现和处理民族志资料的方式被称为“情境分析”，后经曼彻斯特人类学

者共同发展，成为一种统一的方法论，即拓展个案法。
拓展个案法可谓曼彻斯特人类学的名片，是该派对人类学和社会

学研究方法的突出贡献。该方法主张通过参与观察，将日常生活置于

其超地方和历史性情境中进行分析。它催生了许多优秀的原创性研

究，且对非曼彻斯特训练的一些圈内人士做民族志的方式产生了重要

影响。格鲁克曼曾专门撰文详述拓展个案研究的必要性及其要义:

我们确实掌握着这样的案例……要想达成对事件的最好理

解，就要跳出事件本身，追溯其产生的史前史以及它所导致的后

果———简言之，就是要用拓展个案法来进行研究……我所说的

“拓展个案法”，指的是对一起纠纷或冲突事件，先在时间上予以

回溯，以究其产生的根源、方式和过程，然后在此基础上追踪和预

测卷入其中的人们之间社会关系在正式判决、解决措施或仪式和

解达成之后的可能发展。( Gluckman，1973: 625、612)

总之，拓展个案法的重要就在于它一反马凌诺斯基式“大而无当”
的民族志描述方式，在理论指导下注重对特定情境的详尽、全面分析，

将特定的事件视为“一个社会体系和文化情境下特定的个人和群体之

间持续、动态社会关系的一个阶段”( Kempny，2005: 158) ，并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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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特殊”中抽取出“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

“过去”连接起来以预测“未来”。这种方法非常适用于研究冲突及其

解决过程，具有将某时某地的微观个案引向宏观分析的巨大潜能，在学

科方法论上影响深远。①

( 三) 利奇

因为马凌诺斯基和弗思的影响，利奇“在开始时是一个‘纯粹的’
经验功能论者”( Leach，1982: 44) 。他的第一部专著《罗旺达兹—库

德人的社会与经济组织》(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Row-
anduz Kurds，1940) 就是用功能主义观点写成的。不过，利奇并不囿于

功能主义的平衡论观点，他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指出: 库德人正经历一

个迅速改变的时期，而这一改变乃是外来行政干扰的结果; 并由此得出

结论: 所有的社会在任何时期都只是维持一种不安定的平衡，“处于一

种不断变迁和可能改变的状态”( Kuper，1988: 225) 。在 1954 年出版

的成名作《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中，利奇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动态平

衡”的观点。他明确指出，拉德克利夫 － 布朗的结构功能平衡论虽然

是当时英国人类学界的思想主流，但英国社会人类学“已在这套过于

简化的假设上滞留太久了”，自己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社会体系皆天然

地带有均衡性”这一幻象。为此，利奇将均衡状态运作的时间幅度延

长到一段有 150 年之久的时期，并试图明确地指出“均衡假设具有虚

构的( 唯心论的) 性质”。基于细致的田野观察和广博的历史文献，利

奇提出了关于克钦政治制度的“钟摆模型”: 克钦社会政治形态并不是

稳定不变的，而是在民主的贡老制( gumlao) 和专制的贡萨制( gumsa)

之间来回摇摆，从而在较长时段内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利奇，2010) 。
当时，恪守“正统”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即便在跨时段的“再研究”

中，也片面强调平衡论，无视历史变迁。对此，利奇曾予以点名批评。
他注意到，继弗思的蒂科皮亚研究( 基于 1929 年的田野调查) 和福蒂

斯的塔伦西研究( 基于 1934 － 1937 年的田野调查) 之后，两人又分别

对各自的田野点进行了再研究。其中，弗思的再研究发生在19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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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社会学家麦可·布洛维对扩展个案法进行了系统总结、深化发展和实地践行( 参见布

洛维，2007) 。卡普福林( Bruce Kapferer) 甚至认为，1970 年代以来，格鲁克曼“拓展个案

法”的重要性可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比肩( 转引自 Cocks，2001) 。



1953 年，并据此撰写了专书。虽然期间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都发生了

剧烈的变化，但他们依然不约而同地坚持自己所研究社会的变迁只是

表面的，社会结构及其基础依然如昔。利奇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正

统的功能论者眼中除了社会的连续性之外，便再也容不下其他( Leach，

1982: 36 － 37) 。①

在这样的条件下，利奇的克钦研究著作明确指出“真实的社会绝

非均衡的”，直接挑战功能派人类学正统，尤其是布朗的结构功能论，

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发展史中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动态的钟摆模式

虽然仍以平衡为导向，但已经加入了结构上的冲突，并以此作为其内在

的动力机制，具有突破性意义。此外，利奇还初步探讨了人类学分析中

对历史材料的综合使用问题( Tambiah，2002: 84、89 － 90) 。当时有专

业人士在对《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的书评中说道:

……利奇引入了时间因素，这在英国社会人类学中自马凌诺

斯基时代起就经常被忽略。尽管利奇呆在克钦地区的时间太短，

无法亲自观察其社会变迁，但他倾尽全力将文献资料拓展到尽可

能久远的历史年代，从而使其论证基于大量以时间为序的事实材

料之上。
利奇博士认识到使用此类历史材料的必要性……随着人类学

家的兴趣从诸如特罗布里恩德和蒂科皮亚之类封闭和相对稳定的

社会转向与发达文明接触的复杂社会，变迁的过程可以从历时性

角度进行研究，也就是说，人类学分析不仅可以使用现实材料，也

可以使用历史材料。我认为该书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 Fürer-Haimendorf，1955)

尽管利奇利用了文献、顾及了历史，但他却自认“不是一个历史学

家”，也“不相信能解释 /重构过去或者预测未来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存

在”，他所感兴趣的是“人类文化的细节而非通则”( Leach，1982: 49) 。
而民族志田野研究方法，正是获取“人类文化细节”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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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而林耀华先生的“三上凉山”似乎能够成为利奇此种解释路径的一个旁证。林先生通过

对凉山的“再研究”，发现了“凉山巨变”，但其理论视角也从初访凉山时的功能论转变成

为“三上凉山”时的进化论( 参见林耀华，1986，1987) 。



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工作通常是在不熟悉的环境中进行的，同

时，因为田野工作者最初是个陌生人，他无法事先准备好以某种既

定的方式和他的研究对象打交道。这是一种有益的经验。最终回

到自身所在社会环境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者通常会发现他的家乡已

经变成一个颇为不同的地方。我们所受自身文化习惯的束缚似乎

有所缓解。
……我这种田野工作是小范围、个人化的事情。研究“团队”

通常只是单个的个人，或者可能是一对已婚夫妻，也许还有一个当

地的助手。研究的田野点是一个当地的社区; 也许只是百来个人，

极少多于两千。一开始，主要研究者应当是社区的陌生人，并希望

在离开之前彻底改变这一身份。他们本身将会变成这一社区的成

员，至少被社区所接纳。通过对被研究者日常生活的直接参与，他

们将逐渐能够从内部去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体系。
……1) 我试图从整体上理解被研究民族的“生活方式”; 2) 这

种“生活方式”是由不断重复的社会剧的扮演构成的。剧中的人

物，即社会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是固定的，就像构成剧情的他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一样。但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部分，角

色扮演的方式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像剧中的角色和扮演角色的演员之间存在差别一样，田野

研究的资料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观察者必须区分当地人实际

上怎么做的与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怎么做的; 区分社会规范和当

地人对社会规范的个体性解释。
在写作过程中，不同的人类学家会对资料的这两个主要方面

赋予不同的权重，但是，在田野中，人类学家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

方面。他不能仅仅区分思想和行为，还必须注意到它们之间是如

何关联的。( Leach，1982: 129 － 130)

显然，尽管利奇本人对功能学派的“无历史”取向有所反思和实

践，但他依然恪守马凌诺斯基的民族志田野研究传统，主张对小规模的

异文化社会进行较长期的参与观察，强调区分被研究者的所言、所行、
所思，辨析其差异、体味其关联，且十分注重田野研究中的现场互动和

移情理解:“在田野情境中，人类学家的目标是: 信息提供者把他当作

学生，接纳他为干亲，并时刻准备将他们的生活方式教导于他。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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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最大限度地被信息提供者接纳为‘我群体’的一员”( Leach，

1982: 147) 。也正因如此，利奇并不推荐初学者从事“自己社会”的研

究，并曾在多篇文章中对“中国功能学派”的一些英文代表作提出了较

尖锐的批评。在他看来，以人类学家自身所在社会为对象的研究路径

本身就存在方法论上的困难，《金翼》和《一个中国村庄》的民族志调查

和资料呈现在现场感方面存在欠缺，《祖荫下》为了用人格心理理论说

明中国文化的普遍性特征，不惜牺牲西镇 民 家 人 的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Leach，1982: 124 － 127) 。

( 四) 费孝通

作为马凌诺斯基的入室弟子，费孝通最初也接受了马氏功能论反

对在人类学研究中混入历史的观点，不太重视历史维度的考察。因此，

尽管《江村经济》为马氏及国际学界诸多同仁所盛赞，但正如阿古什所

言，“费孝通理论概括的缺点产生于他致力于实地调查而轻视图书馆

工作，他不使用像地方志等历史材料，他不重视 30 年代大量有关农村

的文学作品，只是偶尔提到陈翰笙的文章”( 阿古什，1985: 69) 。
费先生一生“行行重行行”、“从实求知”，做了大量田野工作，收获

良多，感触颇深。晚年重温从师学习经历时，他十分理解马氏传统的民

族志处理历史问题的难处，并坦陈自己早年的研究在历史维度上的

不足:

马老师在他的著作里可以说确是没有历史的分析，但这是出

于他所研究的对象首先是在他进行田野作业这段时间里社会变动

不大，其次当地居民并没有文字去记下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历史

还是靠个人的头脑里记下的上辈人口头传下来的传说。这就使过

去的历史和现在的传说分不清，以致这两者之间在时间框架里互

相融合了……
马老师当时已看到中国社会的特点是在它有考古遗迹和文字

记载的悠久文化传统。这是和殖民地上土人的重大的差别。但由

于自己没有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进行过田野作业，所以他只能做

出原则性提示，认为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应当是两门可以互为补

充的学科。至于在具体研究工作上怎样合作和补充，他并没有详

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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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江村经济》来说我在关于历史材料方面应用得确实很少，

而且很简单……总括一句我在这本书里并没有如马老师所说的结

合了历史来进行的……( 费孝通，1996)

在此基础上，费先生关于“活历史”和“三维一刻”的诠释，展示出

田野中现实与“历史”纠结难缠的一面，是很有深意的。“如果一个人

回想到过去发生的事情，再用当前的话来表达，而且又是向一个外来人

传达有关土人自己过去的事情。这里三维直线的时间序列( 昔、今、
后) 融成了多维的一刻……严格地说，他( 马氏) 所听到的土人对他们

昔时的叙述，只能看作是昔时在今时的投影，而且受到叙述者对后时的

期待的影响……怎样处理多维一刻的时间交融的格局，确是研究人文

世界的一个难度较大的焦点问题”( 费孝通，2001: 155) 。尽管如此，费

先生依然对解决这一难题保持乐观态度，因为人类学家可以透过田野

工作来捕捉历史与功能在现实生活中的互动: “我认为今后在微型社

区里进行田野工作的社会人类学者应当尽可能地注重历史背景，最好

的方法是和历史学者合作，使社区研究，不论是研究哪层次的社区都须

具有时间发展的观点，而不只是为将来留下一点历史资料。真正的

‘活历史’是前因后果串联起来的一个动态的巨流”( 费孝通，1996) 。
乔健认为，“活历史”或“三维一刻”的概念是费先生对功能学派的

一项创造性的贡献，这个概念不但肯定了历史在功能研究中的重要作

用，更能提供功能学派为什么反历史的合理解释; 晚年费孝通的理论已

经超越了马凌诺斯基的功能论，建立了其独特的“历史功能论”。具体

来说，在西方功能论的观念中，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平面性的，而费孝

通通过加入历史的因素将它转换为垂直的，同时融入中国文化的洗礼，

功能论在包容度和诠释力方面同时得到了增厚与加强，成为“历史功

能论”( 乔健，2007) 。

三、作者的现身

马凌诺斯基传统的田野工作历来强调田野现场的参与和互动，强

调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移情理解。然而，为了构建一门“文化科学”，

研究者往往倾向于在民族志文本中隐匿作为研究工具的研究者本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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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的研究过程，尽可能地对民族志资料进行科学描述和客观反映，

并通过对“在那里”( being there) 呆过较长时间的强调来凸显“回到这

里”( being here) 所撰民族志的权威性( 参见 Geertz，1988) 。1960 年代

前，尽管对马凌诺斯基的功能主义理论提出批评的不乏其人，但其民族

志田野工作体系却极少遭遇非难，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的客

观性和权威性俨然是不言自明的学科承诺，为人类学从业者所笃信。①

可是，在马凌诺斯基去世 25 年后，其田野日记被公开出版，名为

《严格词义上的日记》( 以下简称《日记》) 。这部《日记》把马氏在民族

志著作中从未提及的苦闷与厌倦、对土著的反感情绪、田野工作过程中

诸多“不当”做法等推向了前台( 参见 Malinowski，1967) 。对此，讳莫

如深者有之，谨言者有之，批评者有之，维护者亦有之。但总体而言，人

们倾向于将《日记》作为一种“真相”，并由此质疑马氏民族志描述的真

实性以及科学的文化理论的可能性，进一步的反思则直指田野作业的

客观性、人类学者的职业道德，以及民族志的合法性。
我们认为，马氏日记是一份有专业价值的文献，它有助于后辈学人

更好地了解人类学学术生产的过程，以及研究者本人在此过程中扮演的

复杂角色。恪守“文化科学”范式的马凌诺斯基在田野工作中遇到了一

些矛盾、问题，并有所省思和应对，但他生怕这些东西会削弱其民族志权

威，于是极尽艰难地在主观与客观、日记与民族志之间树起一道藩篱，把

日记当成一种对田野的逃避，一种与学术相对立的个人生活，最终使自

己落入人格统一与理论整合的双重困境( 参见胡鸿保、张丽梅，2009) 。
如今，学界同仁越来越认识到，“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

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 格尔兹，1999: 5) 。研究

者自身的经验、情感正是洞察他者的中介。日记、信件、关于田野工作

本身的自传和传记都具有独特的民族志价值。随着《摩洛哥田野作业

反思》、《天真的人类学家: 小泥屋笔记》、《头人与我》等专门叙述个人

田野经历及反思的实验性文本的面世，民族志写作中作者“现身”蔚成

风气，多声部民族志也应运而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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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巴特在他撰写的《英国和英联邦的人类学》里指出，今天的人类学依然需要马凌诺斯基

式的田野作业( 巴特等，2008: 62 － 64) 。
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某些作品的论述对象 /主体已经不再是当地的社区居民，而是转

换成了民族志作者自身及其工作。用布迪厄的话说就是“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

象”( 拉比诺，2008: 155) 。



肖斯塔克的《尼萨———一个昆人妇女的生活与诉说》( Shostak，

1983 /1981) 便是用多声部叙述个人生活史的方式研究远方异域人群

的一种尝试。该书以主要报道人( 尼萨) 的个人叙述为主体，同时注意

呈现作者( 肖斯塔克) 的个人叙述以及第三方的民族志概括和评论，试

图以这三种“声音”的并置来调和客观化的民族志表述和田野工作中

的主观性经历之间的矛盾，并尝试建立个人叙述在民族志表述中的权

威。此外，该书以及作者身后出版的《重访尼萨》( Shostak，2000) 对研

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田野现场的互动和研究伦理等问题也着墨颇

多，肖斯塔克还 专 门 撰 文 对 其 进 行 了 详 尽 的 回 顾 和 讨 论 ( Shostak，

1998; 中译文见定宜庄、汪润主编，2011: 219 － 232 ) 。这对于我们把握

民族志的特征及其撰写方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当然，在此之前，早有学者对田野研究的缘由和具体过程及问题进

行过回顾或反思，并借此对田野研究中研究者的角色、研究者与研究对

象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伦理和政治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考量，比如，

怀特所著《街角社会》中的附录一“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和附

录二“怀特对一个弱者的影响”，列堡所著《泰利的街角》中的附录“田

野经历回顾”。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研究者进入田野前的原初设

想和准备工作、初入田野的迷茫与困难、逐渐融入研究对象及其生活圈

子的方式和过程、在参与观察中认识并适时控制和调整与研究对象之

社会距离的必要性和具体做法、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不同程度的交

往关系对交往双方以及研究结果的影响、资料整理和分析的过程与方

法……( 参见怀特，1994: 318 － 429; 列堡，2010: 121 － 134 ) 其中很多叙

述①在不同时期被不同学者广为引用，至今让人深受启发。
如果说肖斯塔克、怀特、列堡等作者在不同文本中的“现身”主要

从正面介绍人类学家赢得研究对象的接纳和友谊，收集、整理、呈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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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假如研究者在他所研究的社区中生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的个人生活就会与他

的研究纠缠在一起”，“起初，他( 多克) 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同时也是我

的担保人。但随着我们更长时间的相处，多克在这项研究中已变成了我的合作者……不

过，这种关系也有其不足之处……我的许多解释其实主要是他的解释，只不过如今已分

不清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罢了”( 怀特，1994: 318、340) 。再比如，“那是一道锁链连

接的藩篱，尽管存在这个障碍，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方，各自沿着自己的一侧边走边谈，

偶尔还会有手指接触”，“我发现只以一个纯粹观察者角色去跟踪一切参与性活动是不

可能的……一个人多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参与者，既关系到他自己对作为参与者的觉察，

也关系到他人对他作为参与者的接受”( 列堡，2010: 131、133 － 134) 。



野资料的过程和技巧，那么澳大利亚学者休谟等人编著的《人类学家

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则正好相反。该书收录了 16 篇

反思性文章，分别回顾和介绍了田野工作中的尴尬时刻以及紧张、焦

虑、不适、自我怀疑等负面体验。当然，作者们的目的绝不仅是对田野

研究过程的“揭秘”。事实上，该书旨在将田野研究中偶然( 或经常) 出

现的个体不适和社会挫败感正常化，并将其视为成功的参与观察不可

避免的组成部分，因为“意图将自己同时定位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做

法终将产生社会性的分裂”，而民族志田野工作“具有本质上的自传性

质”( 休谟、穆拉克，2010: 1 － 21) 。对此，人类学家无需遮掩，而应予以

承认、正视，并努力使其成为新的研究视角与理论观点的源泉。

四、讨 论

通过征引人类学史上的几则案例，前文对马凌诺斯基革命以来民

族志的历史和 /或历史性以及人类学者的自我身份进行了粗略的审视，

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民族志研究在历史维度方面的发展变化，也可以

体认到民族志田野工作在主客互动、田野伦理等方面与历史文献研究

的差异之处。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在本节中联系作为定性研究方法的

当代民族志的特点，希冀对一些含混、似是而非的说法进行澄清，并由

此凸显“历史民族志”的真正意涵。

( 一) 从民族志方法的核心特征看“历史民族志”之要义

自马凌诺斯基革命以来，民族志田野工作便成了人类学学科定位

的基础。时至今日，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仍然遵循马凌诺斯基的基本

准则。后现代主义的人类学对人类学家的自我身份及其专业实践进行

了深刻反思，而功能主义人类学也在后继者那里得到了修正，但是，田

野现场的主客互动依旧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

……民族志，指对于一个特定的人类社会的描述性研究或进

行这种研究的过程。当代民族志几乎完全是根据实地调查，并要

求人类学家完全沉浸在他的研究对象的文化和日常生活里……由

于民族志具有“主体间性”的性质，它必然是从事比较研究的。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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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类学家在田野难免会有一定的偏见，他的观察和描述一定在

某种程度上是相对的……当代民族志通常着眼一个社区，而不是

个人; 关注当前的情况描述，而不是历史事件……详尽的现场记录

依然是田野工作的核心……①

在人类学走出原始部落走进文明社会后，文献成为田野作业里重

要的补充; 很多人类学者试图超越“到那儿”式的“见证”，走进“历史田

野”、“文献田野”，研究“穿越时间的文化”的整体性结构和长时段变

迁，打造所谓“历史民族志”。对此，马尔库斯和费彻尔不无批评地

指出:

我们认为，民族志学者显然既不需要为展现其叙述的历史环

境而弄巧成拙，也不需要叛逃到传统的社会史中……我们有很好

的理由保留民族志写作的相对共时框架，其中一个理由是田野工

作本身在本质上是共时的，它所针对的是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时

间点……我们遇到的挑战，不是废除共时性民族志的架构，而是充

分地发掘民族志框架范围内的历史意义。( 马尔库斯、费彻尔，

1998: 137 － 138)

综上所述，在西方语境下，“民族志”从严格词义上看还是“指涉当

代的”、“非历史的”。所谓“历史民族志”应该是指历史上的民族志，而

不是指一部民族志本身是今古结合的作品，若有此意，则也是指作者除

了现时的实地调查研究之外还辅之以文献研究。只有田野研究中对于

历史文献的利用，不存在所谓“走进历史田野”之说，②历史民族志( 如

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 仅仅是文献而已( 现场感是“别人的”，

且当事人没有将其当作“历史民族志”) 。真正的民族志是要有主客面

对面互动的、有切实的伦理问题的、有贯穿研究始终的反身性( ref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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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译自《在线不列颠百科全书》里的“民族志”词条( http: / /www． britannica． com /EB-
checked / topic /194292 /ethnography) 。
西哲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研究历史需要借助中介。有人把
“能为研究者提供关于过去事件之知识的任何实体”( 不仅限于文献，还包括遗存等) 通

称为“来源”( source) 。“来源”是连接“实在”和“研究者”的一个中介。信息通过中介

有被曲解的危险。这也揭示了使用“二手资料”跟从事参与观察法、访谈法等现场研究

的本质差异。



tivity) ①特点的。怀特、列堡等实地调查研究者的事后回顾或反思，其

实很能够展示出田野作业与文献研究的不同特点。

( 二) 田野作业 VS 文献研究

在《人类学定位》一书中，德思·策尼曾明确指出: 以人类学的方式

从事历史研究是必要且可行的，我们应该修正那种把“档案文献资料

的研究视为充其量只是田野工作的补充，而不是全部”的观点。在他

看来，档案馆也可以作为合适的田野地点，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

档案馆和在田野中的民族志学者在研究地点上没有什么根本不同”;

将档案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对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便

具有民族志工作的意义，再通过与档案文件及其作者的对话，研究者就

可能“构建( 或者重构) 过去的社会世界的知识”( 古塔、弗格森编著，

2005: 66 － 87) 。换言之，他认为田野工作并不必然意味着自然现场中

面对面的参与观察，民族志事业可以完全在档案馆里实施。时下流行

的所谓“走进历史田野”、“档案馆里的田野工作”等似是而非的说法，

大抵也是类似的意思。
我们并不否认文献研究和田野作业之间存在相通或类同之处，但

绝不赞成将其无限扩大化，毕竟，它们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方式。为

了澄清与“历史民族志”有关的一些含混、似是而非的说法，本文主要

关注二者的不同之处( 如表 1 所示) ，并在此择其要者略作说明。
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文献研究在纵贯分析方面极具优势，而从

实地工作方法( 相对于“事前的准备阶段”和“事后的资料整理、文本撰

写阶段”来说，尤指“置身现场”环节) 思考，田野作业则几乎相当于横

剖研究( cross-sectional study，亦译作截面研究) ，乃是对一个代表某个

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横剖面的观察和分析( 尽管这里的时间

点可能不如“全国人口普查”那么精确，可能是一个较长的时段，如，一

个月、一年) 。当然，访谈作为以“参与观察”为基本特征的田野工作的

一环，通常会涉及口述历史，但后者应该反映的是受访“土著”的“历史

心性”。口述历史所谓“过去的声音”实质必然是“现在的声音”。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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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反身性民族志》一书作者戴维斯认为“自我”( self) 能够而且必须被用于民族志写作当

中。民族学家必须对不同的权力关系保持敏感( Davies，1999: 4、100、108) 。我们觉得，

凡此种种，在面对文献的书斋研究中，似乎很少需要费心推敲。



表 1 文献研究与田野作业的不同特点

文献研究 田野作业

时间维度 非常适用于纵贯分析 共时性，横剖研究

资料 及 其 收 集
方法

二手资料，如现存统计资料、他
人原始数据、历史文献、声像资
料等

一手资料，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
谈收 集，同 时 关 注 研 究 者 的 现 场
体验

信度和效度 信度高，效度需要具体分析 信度低，内在效度高而外在效度低

相关技术环节
注重对二手资料的考据，注意对
文献 本 身 的 信 度 和 效 度 进 行
分析

强调资料收集和文本呈现的“现场
感”

研究 者 的 角 色
及其 与 研 究 对
象的关系

间接性，非介入性，无反应性
直接性，反身性，主体间性，研究者
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伦理问题非常
突出

有人在评介汤普森《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时指出的:

他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毕竟是那些继续活下来而变

成“乔治王时代的人”和当前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在这

么多年间，一些记忆已经消退，或也许受到随后经历的影响。他们

的童年记忆，难道不是有很多是在他们年龄较大时回忆的产物吗?

( 转引自托什，2007: 269)

其二，从资料及其收集方法以及与之相关的信度、效度等方面来

看，文献研究主要利用现存统计资料、他人原始数据、历史文献、声像资

料等二手材料，研究具有可重复性，信度较高，但现有文献的原作者和

后来的研究者可能在研究目的、侧重点等方面存在不同，现有文献资料

本身也可能具有某些方面的局限性，这一切使得文献研究的效度需要

具体分析。而田野作业方法则致力于以较长时间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

谈来收集第一手材料，同时关注研究者本人在田野现场的主观体验，具

有很高的内在效度，但研究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程度很低，而且，对个

案和当下的集中关注和深度沉浸也必然会降低研究的外在效度( 这也是

一些民族志学者强调使用历史材料、进行“拓展个案研究”的原因之一) 。
与之相关的还有另一方面的差异性: 文献研究非常注意对二手材料的考

证、考据工作，注意对文献本身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而田野研究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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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料收集阶段，还是文本呈现阶段，都更为关注“现场感”。
第三，从研究者的角色及其与研究对象的关系角度来看，文献研究

是一种间接研究，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不直接打交道，具有非介入性、无
反应性的特点。而田野作业则正好相反。英国学者科菲( Amanda Cof-
fey) 在一部讨论实地研究与研究者身份的著作里强调:“人种学者是作

为研究工具出现的”，研究地是由社会成员和研究者形成的场所; 调研

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人形成的场所进行分析和理解，而且必须通过

社会交往和共同的经历才能完成研究任务; 研究者“是那个情况复杂、
关系微妙的研究地中不容置疑的组成部分”( 科菲，2007: 28、49、155) 。

当然，也有学者会像前述德思·策尼那样，认为文献研究尽管不存

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直接的现场互动，但研究者依然能够以文献

为中介实现与文献原作者的对话。这种观点本身没有问题，但这并不

能模糊甚至掩盖这两种“对话”( 交流) 的本质差异。正如美国民俗学

家沃尔特·翁( Walter J． Ong) 所言: “书写和阅读是独自一人的活动

……它们使人从事费力、内化和个体的思想活动，这是口语文化里的人

不可能从事的活动”;“写作是一种唯我主义的实施过程。我写书时希

望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所以我必须和所有的人隔绝”。沃尔特·翁还

指出: 人的交流与“媒介”模式的交流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人的交

流需要反馈、指望反馈，否则交流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人类交流是主

体间的互动，“媒介”交流模式却不是( 翁，2008: 77、117、136 － 137 ) 。
这些论断十分有利于我们厘清“生活现场”与“历史田野”的根本差异。

五、结 语

张佩国曾对“历史的民族志”与“历史民族志”做过明确的区分。
他借用他人的话说，“历史民族志”是面对过往的一段岁月，针对“过

去”而不是“现在”; “历史的民族志”则不然: “在我看来，历史活在当

下。所谓‘历史的民族志’对应英文就是 historical ethnography，它强调

田野不仅仅是当下的田野，也不仅仅是利用历史文献那么简单”( 徐晶

等，2011) 。
也许拙文的立论在有关社会科学研究的“时间维度”方面过于强

调了功能论或结构主义的取向，所以，套用利奇《社会人类学》里一章

002

社会学研究 2012． 2



的标题———My kind of anthropology ( “我这种人类学”) ———来说，只好

叫做“一种没有历史的民族志”( A kind of ethnography without history) ，

它并不能以偏概全、“包打天下”，只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① 尽管我

们赞同张佩国“历史民族志”的见解，可是，我们依然认为，他所言“历

史的民族志”的具体内容，不如冠名以“历史人类学研究”来得贴切。②

毕竟文献研究与田野作业之间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凌诺斯基革命以

来的民族志范式，至少从田野工作一环看，向来就是“当下的”; 费孝通

“历史功能论”对马氏的发展也好、曼彻斯特学派“扩展了的个案研究

法”也罢，其改进实不在“从事民族志”( doing fieldwork) 手法本身，而主

要是在“田野前”和“田野后”的“书斋工作”。民族志研究方法无论如

何发展，其精髓依然在于田野现场，而不是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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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An Evaluation Project on Urban Minimum Living-
hood Guarantee ( MLG) in China”，this paper adopts a comprehensive method of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studies to explore welfare dependency in China． The
descrip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beneficiaries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 MLG
scheme，and they are willing to work． Through Binary-Probit regression analysis，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beneficiaries' working willingness and decisions are mainly affect-
ed by factors such as working capability，health conditions，gender and age． Particu-
larly，respondents' dependency levels are highly related with their working capability．
Qualitative study shows that MLG plays a primary role in securing recipients' lives，
and respondents d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eeking jobs and improving their lives．
Given the empirical findings，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welfare
dependency effect caused by the current urban MLG scheme． However，from a for-
ward-looking perspective，the possibility of welfare dependency could by no means be
negl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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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a post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this paper examines curb-sto-
len behaviors among field interviewers and the effects of behavior intervention using
the data and paradata of CFPS ( 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 in 2010． The study
shows that curb-stolen behaviors have directly affected the quality of survey data and
their occurrences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interviewers' occupations． These be-
haviors could be successfully detected by the CAPI ( Computed-Assisted Personal In-
terviewing) technique and effectively reduced by timely intervention． The effects of
intervention，however，vary with interviewers' ages but are indifferent to their gender，
education levels，and occup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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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sors Zhang Limei ＆ Hu Hongbao 182……………………………

Abstract: Malinowski is well known as the founder of modern ethnography． Nowa-
days，ethnography in the strict sense still follows the basic guidelines proposed by
Malinowski，and the face-to-face interaction on the spot is still the core feature of
ethnographic method，despite the post-modern reflections of anthropologists' self-i-
dentit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and the successors' modifications of the functional-
ist anthropology． With increasing studies on civilized societies in anthropology，docu-
men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for fieldwork． In the authors' view，
however，there is only the us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fieldwork，but no so-called
“doing fieldwork in the past”． Historical ethnography is just literature，and it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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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 sense only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who never regarded it as“historical
ethnography”; the real ethnography requires face-to-face interactions and has sub-
stantial ethica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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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hist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 of“neo-classical sociology”proposed by Ivan Szelényi，is to pro-
vide an analytical approach for comparing various consequences of market transitions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 Facing a complicated scenario of convergence and di-
vergence，the author proposes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based on macro-logic and
micro-mechanism． On one hand，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explanatory
powers of three independent yet related macro logics，i． e． ，industrialization，global-
ization，and transition; on the other hand，micro-mechanisms underlying those mac-
ro-logics could be revealed by analyzing strategies of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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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u Haixiong ＆ Li Gan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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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cently various subjects such as economics，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well-being ( “happiness”) ． However，there are
also lots of discrepancies among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approaches of
different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 various subjects，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spec-
tive characteristics of well-being definitions in different subjects and tries to identify
the hierarchy and complexity of well-being ( such 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dividual
well-being and national well-being index) ． The authors finally propose their own sug-
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well-being studies，which is from focusing on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 System”to“National Well-being Accou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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