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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流动的关系:一种分析视角＊

———以《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
与社会网络》为例

潘泽泉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 ,阎云翔以人类学特有视角进入中国东北下岬

村做田野调查 ,完成了有关一个中国村庄的礼物交换体系和人际关系

的民族志报告 ,作者通过研究礼物馈赠和经验性实践考察 ,为我们提供

了一条理解和诠释既定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的新路径。通

过描述社会实践中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 、社会网络的培育以及社会关

系的实践运作图式 ,通过策略性的礼物馈赠和实践性的社会关系 ,全面

呈现一个中国村庄中礼物交换的文化规则和实践中的运作逻辑 ,呈现

一个村庄中人际网络关系的建构和再生产。因此 ,以诠释“关系”的社会

学传统为棱镜 ,解读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

社会网络》(以下简称阎著)这一人类学著作 ,对其作进一步梳理和检讨 ,

既具本土理论意义 ,也具方法论意义。本文以着重解读阎云翔这一著作

为基点 ,兼及对传统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检讨和追问 。

一 、一种面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社会学研究转向

　　在界定中国社会中关系的运作逻辑和文化意蕴的理路方面 ,中外

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主要集中在中国人的关系

是普遍主义还是特殊主义的抑或介于两者之间的 ,以及建立一种新的

蕴含所有关系存在形态的概念类型或理论框架。

需要质疑的是 ,以往的研究多为理论化的 、静态的分析 ,研究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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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系”界定在一个固化的概念或理论框架中解释 ,忽视了其所呈现

出的多样化的社会实践 ,忽视了实践流动中关系的变通性 、策略性 、生

产性和再生产性;他们探讨制度 、传统文化等与关系网络呈何种关系及

如何可能成为这种关系 ,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方面:关系网络在实践中

是如何运作的。如何通过建立一个理论模型 ,以真正理解日常生活中

关系的实践图式 ,阎著似乎给出了一个更明晰的答案 。阎著的创新之

处在于:不是试图超越村庄实践去建构关系的理论模型或建立一个概

念框架 ,而是把关系放在一个村庄日常生活实践的整体关联中去考察 ,

从实践中流动关系的真实形态来建构关系的实践运作图式 ,并指出关

系在实践流动过程中的连续性和再生产特征 ,通过以在实践过程中“发

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 ,呈现多样化的社会实践以及在日常生

活中关系的实践图式和经营过程。

福柯的话很富于启示性 , “我们必须抗拒审视巨型的客体社会和其

他巨大的整体性之诱惑 ,我们同时也要避免这些诱惑所埋下的普遍架

构和系统陷阱”(Foucault ,1980:11)。社会学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将社会

实践中活生生的社会现象装进一个设定的牢笼里“定性” ,制造一个隐

含目的的虚假社会。尽管传统的儒家文化结构 、家长权威 、伦理规范以

及传统中国人的脸面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对人们社会关系的形成具有

很大影响 ,但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实践具有上述概念框架所无法涵盖

的权宜性 、变通性和策略性 ,关系是一个在实践中的动态的和不断协调

的过程 ,只有把关系放到实践的文化脉络中才能理解。布迪厄提出:从

实践图式转到事后构建的理论图解 ,从实践感转到可以像解读方案 、计

划或方法 ,或者像解读一个机械性程序 、一种由学者神秘地建构的神秘

安排那样来解读一种理论模型或概念框架 ,就必然忽视了产生正在形

成的实践之时间实在性的东西(布迪厄 , 2003:125)。他还认为 ,对正在

发生或业已变迁的社会事实 ,不能忽视其产生正在形成的实践之时间

实在性的东西 ,实践是在时间中展开 ,具有会被同化所破坏的全部关联

性特征 ,实践完全内在于持续的时间 ,故与时间联结在一起 ,这还不仅

仅因为它在时间中展开 ,还因为它在策略上利用时间 ,特别是速度(布

迪厄 、华康德 ,1998:126)。

中国学者孙立平为寻求一种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 ,提出

了“过程—事件”分析法。它指的是 ,事件性的实践过程 ,具有一种创造

性的机制 ,是一种生成的机制。实践是一种链接 、一种粘合 ,是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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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再生过程(孙立平 ,2002:93),在实践性的社会活动中 ,尤其在农村

的非正式活动或策略选择中 ,因时 、因势 、因人而异的权宜性特征表现

得非常明显。个人所具有的社会网络空间 、个人社会化过程中从事的

社会交往实践及所形成的知识 、惯习都在参与决定着创造性空间的大

小。各种制度性因素与非制度性因素在创造性空间中共同运作 ,使得

社会关系的达成呈现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并最终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多

样性 。

关系与特定社会中每一次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存在内在的关联性 ,

关系是为了承担实践功能而被实践调动起来的存在 ,这种存在受到一

系列的养护而处于良好状态。关系不是简单地在一个固化结构中运

作 ,也不是用一个简单的二元分割的概念所能够涵盖的 ,而是在实践逻

辑中经过错综复杂的策略互动和人的全面关怀所建构的;关系必须被

嵌入到日常实践的关系网络中加以理解;应该从实践中关系的流动性

来分析关系 ,应该明了关系在实践运作中具有变通性 、策略性。正是通

过这种特有的运作方式 ,关系被生产与再生产出来 。而且 ,实践中流动

的关系乃是一种年历表和实践的空间层次 ,是一种地方社会时空的创

造和再生产。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研究村落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

村民对关系做出的回应和建构过程 ,便可以弄清流动的关系图式何以

成为村落秩序得以实现自身再生产和延存的根本性保证。

二 、关系的实践图式 、策略和经营过程

　　中国村庄的礼物馈赠所处的社会空间和社会结构是由流动的 、个

体中心的社会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 ,这种馈赠在维持 、再生

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布迪厄指出 ,每一个行为

群体倾向于通过不懈的养护工作 ,在生活中维持一种特殊的实用关系

网 ,这个关系网不但包括处于良好运转状态的全部系谱关系 ,一种纯粹

基于宗谱关系的亲属关系 ,还包括因日常生活需要而予以调动的非系

谱关系(布迪厄 , 2003:296)。社区关系和亲属关系一旦被纳入私人网

络之中的实践运用 ,就变成了布迪厄所谓的“实践亲属关系”(阎云翔 ,

2000:112)。实践集团仅仅是通过和为了实践功能而存在 ,是为了承担

实践功能而被实践调动起来的存在 ,这种存在受一系列养护而处于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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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运转状态(布迪厄 ,2003:296)。

阎著认为 ,中国东北下岬村的团结和家庭内部的合作是在实践中

通过亲属关系纽带和非亲属关系的共同运作和流动来维持的 ,下岬村

的村民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在实践中已经超出了亲属关系本身而去建

立和培育网络:中国的集体化政治实践有助于将先前的社区关系融入

私人网络而创造一种新的联系感 ,建立一种超越家庭的新互助关系 ,这

种新的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朋友 、同事和屯亲)有利于社区中志愿性

社会关系的建构;在生产实践中 ,家庭收入的增加导致了农村生活中馈

赠礼物的新浪潮 ,个体通过日常实践中的关系网络动用其人际资源 ,获

取各种社会利益 ,这种横向的联系不同于静态的家庭中垂直的血缘纽

带关系或者传统的儒家文化逻辑 ,它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维护和滋养 ,从

而是实践性创造和再生产的无尽过程。因此 ,如果我们停留在传统意

义的理解上 ,我们就会悬置礼物馈赠中的实践旨趣 ,悬置礼物馈赠实践

中的一种主动性创造行为和主体性的自我努力。

同时 ,阎著认为 ,下岬村的礼物交换在实践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固

化结构(如互惠原则 、平衡性原则),它在实践中是不平衡的 ,礼物呈现

出不对称流动 ,而这种不对称性在等级社会关系背景中尤为明显:礼物

沿着社会地位阶梯向上单向流动 ,而收礼者却保持对赠礼者的优势地

位 ,这样 ,礼物的单方面馈赠使得权力渗透进关系和实践之中 。所以 ,

我们在考察实践中流动的礼物如何生产出意义的同时 ,必然要考察所

生产的这种意义在实践中是如何与权力和声望联结在一起的。在过去

40年里 ,下岬村一直处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下 ,村民处在带有国家分配

体系特征的计划经济中 ,经历着一个新的地位等级制的形成过程 ,国家

权威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导致公民为了物质需要的满足和社会流动而

依附于官员 ,形成一种权力依附关系 ,使得传统意义上的礼物的互惠义

务被取消 ,于是 ,这里的礼物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表达性馈赠了 ,而更

多的是工具性馈赠(阎云翔 , 2000:112)。随着人们在实践中将礼物馈

赠的对称性逐步转向政治权力构成基础的夸示性再分配的不对称性 ,

随着人们渐渐偏离以经济状况相对平等为前提的完全互惠关系 ,以感

激 、效忠 、尊敬 、道义责任或良心债这类典型的象征形式提供的债务偿

还所占的比重也必然会增加(布迪厄 ,2003:24)。既有的社会等级结构

制约了单向送礼 ,同时 ,每一个非均衡的交换行为也必然会强化社会等

级制的再生产。在这里 ,权力的不平衡性规定了交换中的相互性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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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性的存在 ,结果是单方面的服务引起了一种能使交换均衡的权力分

化 ,权力的分化必然引发存在等级的社会关系(布劳 ,1998:33)。

我们从阎著中可以发现 ,在下岬村的礼物馈赠过程中存在一种实

践策略。布迪厄表明:策略指的是客观趋势的“行动方式”的积极展开 ,

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 、预先计划好的追求;这些客

观趋向的“行动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遵从 ,对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

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布迪厄 、华康德 ,1998:27)。布迪厄对婚姻策略

的研究给了我们很大启示 ,他认为 ,结婚不仅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 ,

也是一种社会策略 ,其定义取决于它在一个旨在获取最大物质的和象

征利益的策略系统中的位置 ,婚姻是一种再生产的策略 ,其含义来自于

一个由习性生成 、趋于实现相同社会功能的策略系统(布迪厄 、华康德 ,

1998:24)。下岬村的彩礼和嫁妆同样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而持续出

现策略性的变化 ,彩礼和嫁妆是新郎和新娘家之间转移的财富 ,村民们

在嫁妆实践中有不同的策略类型 ,有索取高额彩礼却返还低廉的嫁妆

的策略 ,称为“卖女儿” ;有把彩礼转化为嫁妆的策略 ,称为“嫁女儿” ;有

从女儿父母储蓄中投出额外嫁资策略 ,称为“陪送女儿”等(阎云翔 ,

2000:112)。但到20世纪 70年代后 ,新娘的角色变得异常活跃 ,而且新

娘直接参与婚姻交换的讨价还价 ,新娘和新郎的独立性使得新郎还会

鼓励新娘向他自己家里索取高额彩礼。这种策略性的举措是源于家庭

组织中纵向轴线的残余影响 ,这样的婚姻交换不再是两个家庭间礼物

交换的循环 ,而成为新娘和新郎在追求夫妻独立性过程中用以索要其

家产份额的手段 ,因此 ,在策略性婚姻实践中 ,又不断产生和构造自我

主体性和自我认同 ,正是这种新的认同和主体性又能动地生产出新的

村民关系和权力结构 。

阎著还不断对西方学者提出的礼物交换的互惠模式予以检讨和追

问。西方许多学者试图通过礼物的流动和交换实践来表征关系的实践

存在形态 ,马塞尔·莫斯开启了这一线索 。莫斯的“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gift)把馈赠的礼物(如 haul)诠释为事物中的灵力(esprit),承载着其

所具有的巫术力 、宗教力和精神力 ,礼物之间有一套精神的关联 ,礼物

在某种程度上出于灵魂 ,是给予的义务与接受的义务 ,是一种持续的精

神方面的流 ,接受某人的礼物 ,就是接受了他的某种精神本质 ,接受了

他的一部分灵魂(莫斯 ,2002:21)。莫斯通过“礼物之灵”在交换中的精

神特质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 ,呈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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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这种交换关系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 ,它忽视了经济意义上的存在 ,

忽视了经济交易体系中的互惠原则 。马林诺夫斯基提出一切权利和义

务都“被置于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阎云翔 ,2000:6),并通过互惠原

则来解释地方的经济交易体系 ,认为礼物交换过程呈现一种互惠性的

关系。后来的列维-斯特劳特以及萨林斯延续了这一传统 ,互惠概念

被广泛地运用于对社会模式的概括 ,以至于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 。“将

所有的交换形式描述为互惠性的 ,容易模糊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异”(阎

云翔 ,2000:7)。

阎著从下岬村的礼物馈赠策略和社会关系再生产实践中发现 ,下

岬村的礼物馈赠现象对现有人类学某些理论提出了质疑 ,在中国村庄

的礼物交换体系中 ,互惠原则并非具有普遍性 ,仅有互惠原则事实上并

不能涵盖一般性的礼物理论 ,中国的礼物馈赠是一种人情表达方式 ,存

在着一种人情的伦理模式 。渗透到礼物当中的精神同时蕴含着道德意

味和情感意味;而且 ,在中国村庄存在着一种等级化的社会网络 ,而在

等级情境下 ,礼物是沿着社会地位的阶梯单向赠送的 ,收礼比送礼更被

视为声望的标志 ,这是与互惠原则相冲突的(阎云翔 ,2000:112)。赞同

莫斯的“礼物之灵”以及库拉交换制的学者所提出的礼物不可让渡性 ,

同样不能解释下岬村的礼物馈赠 ,中国人的礼物交换中并不具有任何

超自然的力量。中国人的赠礼是一种可以而且应该消费的实物和数量

不同的一笔钱 ,礼物是可以而且应该让渡的。而且 ,参与礼物经济不但

会培育关系网络的道德约束 ,使得道德原则超越了经济考虑 ,涉及了社

会实践中的社会性 、道德 、意向和个人情感 ,也涉及到创造精神联系的

人情和面子。

三 、结　语

　　阎著主要以村落为背景 ,以实践中流动的社会关系为研究单位 。

从社会关系的流动过程中 ,可以见证一种相互渗透的 、被群体结构和实

际利益等因素纵横切割的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关系不是组

织结构的关系 ,也不是几个抽象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而是处于村民微观

互动实践中的关系 ,这种关系不仅是承担实践功能的载体 ,也是被实践

调动起来的存在 ,这种存在实践受一系列养护而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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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村民们的实践所引发的各种关系以及关系的关系 ,是一种年历

表和实践的空间层次 ,是一种地方社会时空的创造和再生产 ,是实践流

中关系运作的各种可能的方式以及在关系流动中各种关系策略相互耦

合起来的形态 ,通过实践活动嵌入到日常关系网络 ,在无尽的实践流动

中不断实现自身的维护 、培养 、生产和再生产。在中国农村 ,我们所描

述的实践中的关系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而是一次连续实践流动过程中

的“切割” ,是“主体—实践”在各种“关系 —事件”连贯性中的许多实践

切口 ,正是这些实践切口的存在 ,使我们对中国村落的实践性关系的运

作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人类学者正是通过关注实践本身来探讨实践中的“建构问题”及在

叙事中的“社会实在”问题 ,从这种关注中可以发现某种“普遍线性的实

在”的霸权以及某种“求真意志”的诉求对现实生活中事物的真实形态

构成了一种威胁 ,用日常的生活实践场景 ,用日常实践中的语言本身来

写“关系—事件”本身 ,就构造了流动中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实践图式 ,构

成了村落日常活动实践中关系本身的主轴 ,从而将事件的整个细节过

程与实践背景结合起来。同时 ,为保持叙事材料的生命力不被传统的

理论视角所阉割 ,为保持诠释空间的开放性与连续性不被片断化的生

活场景所分解 ,就需要一条叙事的主轴:这就是在实践中流动的“关系

—事件” ,以及主体—实践中这一“过程 —事件”的流动向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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