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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话语”“叙事”“文本”等材料的使用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对这些材料的使用和限制已经有相

当数量的讨论和反思。本文在认知人类学对“通过语言的转译来研究文化”这一现象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探讨三种“非话语”

“非叙事”“无文本”的情况，即“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语言的欺骗性以及思维与语言的不对应) 、“无法言说”与“说不出口”

( 无论是由于文化上的羞愧还是道德准则的限制) 以及由死亡带来的沉默( 死亡本身以及那些“还没来得及说的”) 。本文试图

通过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案例来关注语言与现实的不完全对应，反思语言与文化更为复杂、不确定的关系，以引起对不同田野调

查材料的关注，进而丰富以语言为中心的方法论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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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ing is not from Hearing”，“Unexplainable Situations”，and“Silence due to Death”:

Are Scenarios for Reflections on Language Centred Methodologies
ZHANG Hui

(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China)

Key Words: language; methodology; cognitive anthropology; fieldwork

Abstract:“Discourse”，“narrative”and“text analysis”have been commonly used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ny studies have pin-

pointed the limitations and the problems of using these methods． This paper adopts cognitive anthropology's critique that culture is proba-

bly not even“language-like”，to reflec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al reality，and their mismatching and more compli-

cated，uncertain relationships． Three different scenarios are presented to reconsider these relationships: “seeing is believing”( as lan-

guage can be deceptive as well as ideas and expressions do not always correspond) ，“unexplainable”as well as“speechless”( for exam-

ple，unspoken due to culturally induced shame or restriction based on moral obligations) ，and“silence due to death”( namely，the dead

as well as what is left to be spoken) ． The paper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various types of materials that can be collected in field re-

search so as to enrich on-going discussions about language-centred methodologies．

语言是社会调查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访谈、半
结构访谈、深度访谈、口述史等都是质性研究的重要研

究方法，言语和话语分析在材料收集和写作中占有很

大的比重。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也常常需要依赖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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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的语言叙述、对关键事件的回溯以及被访者之

间的对话等作为信息的重要来源。现有文献对于访谈

法，从操作性到认识论基础、实施流程和质量控制都有

较为全面和丰富的论述，如杨善华和孙飞宇讨论了深

度访谈的具体方法、访谈资料对于被访者的意义、对访

谈发生背景的关注以及将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样看

作被访者的社会行动的过程，也探讨了叙述的意义以

及对被访者的叙述和讲故事怎样进行解读［1］(PP53－68)。郑

震探讨了问卷法和访谈法背后所映射的科学主义与人

文主义之争［2］(PP93－100)。潘绥铭等详细介绍了访谈的准备

工作到调查员的操作规程、从试访谈到深度访谈的实

施策略以及访谈法所面临的本土问题［3］。
另外，对“叙述”或者“叙事”的讨论和反思也在

社会学研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反思既包括

从研究者角度———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叙述“西方知

识社会学思路下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结合”或者

“社会结构论与人生史的结合”［4］(P40) ，关注“叙事转

向”以及叙述如何成为研究对象看待、理解和想象自

己的手段，从而“社会叙事实际上是将讲故事作为自

我认同生成的途径”［5］(P75) ，反思叙事方法以及质性研

究的限制［6］(PP59－63) ，也涉及对被访者叙述的反思，包

括破解叙述套路以及对访谈中“归因逻辑”与“悲惨

叙事”的批判，寻求另类故事讲述的可能［7］(PP163－184)［8］。
叙述，无论对研究者还是被访者，本身就是一种知

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现有研究更多地围绕“如何

叙述”“如何讲好故事”“如何找到更好的叙述逻辑”以

及“叙述的陷阱”等问题展开，而对于“用什么样的语言

在叙述”以及在“非话语”和“无文本”情况下如何叙事

的讨论相对较少①。本文试图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即语

言与知识的不完全对等性( 认知人类学的视角)、语言本

身对于思维的欺骗性( 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扭曲) 以及语言

缺场/非语言的强大意义( 无论是基于羞愧还是死亡) ，来

反思依赖语言作为获取材料主要途径的方法论。
一、“眼见为实，耳听为虚”②

正如莫里斯·布洛克所说，如果文化是被定义为

“人们为了适应特殊生存环境而必须掌握的各种知

识”，文化人类学家有时默认了一种假设，即文化与语

言不可分离，因为: ( 1) “文化是通过语言作为一种文

本来理解和传播的”; ( 2) “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语

言式’的，由若干彼此联系的线性命题所构成”［9］(P4)。

这两个假设都需要进行批驳。在借鉴认知人类学成

果的基础上，布洛克认为这种对语言不加反思的使用

是有问题的，也就是说: ( 1) 文化概念( 一般理解下的

知识) 不一定是像语言一样的存在; ( 2) 非语言知识的

重要性，也就是如何学会处理实际的日常事务［9］(P5)。
( 一) 思维与语言的不完全对应

首先，从文化( 知识) 与语言的关系来看，从分类

性概念入手，我们对于概念的掌握所对应的并不是一

个固定的内涵，“这种概念是通过与一些模糊的、暂时

性的‘原型’( prototypes) 相关联而形成的，使得各种

具体的事例最终形成了一些松散的‘谱系’( fami-
lies) ”［9］(P6)。例如，房子这个概念并不是关键特征的集

合( 屋顶、门框、墙壁等) ，而是将“房子”与一系列松

散联系的认知特征联系在一起，其中没有哪个是不可

或缺的( 如没有房顶的房子也是房子) ，这些特征是与

关于“房子是什么”的大致概念联系在一起的［9］(P6) ，由

此我们可以做出认知判断。如果分类性概念( 如“脚

本”和“图示”) 不像字典的词条一样存在，而是由关

于这个世界的惯常理解和实践所构成的小网络，甚至

概念和词汇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必然———比如儿童在

学会“房子”这个词之前已经理解了房子的概念———

那么语言对概念思维来说并非最关键的，语言和思维

的关系需要被重新反思［9］(P7)。布洛克进一步总结道:

这些对概念形成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暂时性的

结论: ( 1) 很多知识究其根本是非语言的; ( 2 ) 概念

涉及隐在的意义网络，后者通过对外部世界的体验

和实践而构建; ( 3) 在某种条件下，这种非语言性的

知识可以借助语言形式表达，进而形成一种显在的

话语形式，但也在此过程中改变了性质［9］(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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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与历史学所处理的资料不同，社会科学更多的是一种“在场”及有情境的无语言，本文更关注在调查过程中所出现的语

言和现实无法匹配或者无法表达的情况。
正如匿名审稿人所指出的，“眼见也并不全为实”，但这里主要希望强调的是由于意图所影响的语言的欺骗性以及莫里

斯·布洛克( Maurice Bloch) 所调查的扎弗曼尼瑞人所相信的“眼见为实”。



其次，布洛克指出，这种文化和语言的关系需要

考虑非语言( non-linguistic) 知识对于日常生活的重

要性。无论是文化的潜移默化，还是在非工业化社

会中占据人们大多数时间和精力的活动———包括洗

澡、洗衣服、做饭、种植等———都是通过模仿和试探

性的参与实现的。在知识的传递中，语言只起到有

限的作用，无论是学徒制中的发现还是日常任务的

模仿和学习，都在说明实践性任务所展示出来的发

现———习得 这 种 知 识 必 须 是 一 个 非 语 言 的 过

程［9］(P10)。以开车为例，我们很难想象在开车时需要

念念有词并注意到右边有行人、前方是红绿灯或者

突然后面有人要超车……要想娴熟地开车，往往需

要将信息存储为一种非语言信息，以便随时获取。
正如已经被学者证实的，最开始的学习也许是通过

语言来完成的，但是要熟练掌握某项技能，就需要把

这些命题转化成非语言的知识［9］(P10)。所以，学习开车

最终需要将之转换成非语言的、相互整合的动作，这

一任务才可以迅速、有效、自动地完成，并高效、即时

地处理各种状况。只有在开车过程中不需要时时把

每个动作都转化成语言，才可以称之为熟练的司机。
专家的情况类似，他们不仅可以应对那些已知的

情况，而且遇到新的情况时，只要是在同一领域内，他

们就可以处理［9］(P10)。学习更多知识的能力在很大程

度上是组织现有知识的结果，也就是说，将这些知识

整合成区块以便为新的学习腾出空间。认知科学家

认为，一些儿童无法完成某些任务不是因为其脑部发

育不成熟，而是因为这些区块整合还没有发生。一旦

这些知识可以有效地组织，他们就能完成额外的任

务［9］(P10)。所以，学习不仅仅是存储已经学习的知识，

更是建构一种有效获取和存储这些知识和行为的方

式。正如前文所举的开车的例子，如果可以有效地完

成这一任务，那么知识的存储必须是非语言的。
如果知识的再次调用与存储同样是非语言、非线

性的，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在访谈过程中

尤其是涉及操作性很强的内容时，被访者往往觉得没

有什么可说的，仿佛被询问的是一个显而易见却不知

如何表达的问题。但是当到达一个相关的场景时，他

们又可以毫无障碍地行动。本人进入兰营开始进行

田野研究的前三个月似乎都处于这样的情境中，每当

问访谈对象一个问题时，对方不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就是奇怪地回看我一眼。在研究有关嫉妒和眼红的

主题时更是陷入困境，完全无法张口。因此，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我只能选择不说话或少说话，只是参与

村庄的各种活动，了解村民平时聊什么，聊的又是什

么意思。这种对语言背后村庄日常生活场景的了解

和参与才最终帮助我“破解”了眼红的本地含义:

直到遇到一个面条店的老板娘，才让我意识到嫉

妒－场景( scenario) 的重要性，也就是把碎片化的信息

拼成一个整体的嫉妒场景的能力。在她的解释下，我

明白了去矿上胡打乱闹可能不是源于嫉妒和眼红，但

是，如果仅仅是因为看到别人从矿上得到了好处，自

己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矿上闹，这就一定是眼红; 如

果自己原本不做生意，但看到邻居开了个饺子馆挣了

很多钱，自己也开个饺子馆，那就是眼红的表现［10］(P23)。
从这个眼红的定义可以看出，它的指向并非固

定不变，而是场景性的，和人与人之间的相对关系、
相互之间的社会距离以及村庄生活日积月累起来的

对某些人行为 /性格的理解和判断密切相关，并且会

随着外在的条件而实时发生变化。正如布洛克所指

出的，思维中的概念不是词条般的存在，而是“由关

于这 个 世 界 的 惯 常 理 解 和 实 践 所 构 成 的 小 网

络”［9］(P7) ，田野调查最接近本土知识的状况往往是，

被访者听完访谈者的复述之后觉得非常对，但是对

于本地人又太过显而易见甚至觉得没有必要记录。
( 二)“联结论”基础上的多线程、多重并行的行动

在借鉴联结论 ( connectionism) 观点的基础上，

布洛克进一步提出，“应对日常实践行为的知识组织

不仅是非语言的( non-linguistic) ，而且其本身也不是

语言形态( not language-like) ，因为它不具备语句逻

辑形式”［9］(P12)。比如，当一个马达加斯加农民判断一

块林子可以作为游耕地的时候，只需要几秒钟就可

以完成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脑认知任务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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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与之类似，熟练的农民可以迅速判断一块地是否适合耕种，而在城市长大的人则可能会对此茫然无措，甚至不知道应该

从何判断。



通过从长期记忆中提取复杂同时又具有相当灵

活性的有关游耕地的思维模式或图示( schema) ，他对

处在当下认知任务的森林进行概念构型分析，考察该

地点的植被状况、坡地、周围村落、水利条件、土壤条件

等，同时，他将这两种复杂的概念组合比对———这绝非

简单意义的对比，而是相当复杂的一整套概念转化过

程。当把这件事用这种方式来分析时，这个认知任务

看似无比困难，但在现实中，即使再普通不过的马达加

斯加农民也能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上述评估任务［9］(P13)。

当我们用语言解释这一“判断游耕地”行动时，这

种“思维中的语言式的语义模式，使得这种任务变成

一个高度复杂的运算过程”［9］(P13)。而按照联结论的观

点———虽然围绕这一理论还存在争议———“我们知识

的获得，或是通过记忆，或是凭借对外在世界的概念

构型处理，在此过程中各种信息处理单元同时运作，

并列行进”［9］(P13)。联结论让我们可以想象看似复杂的

操作在实践中的可行性，只有通过这种多处理单元的

共时操作，认知任务才可以高效迅捷地完成。如果文

化是人们所知的，那么人们需要获取这些知识，或者

通过先天的潜质，或者通过外部的资源，或者是两者

的结合; 这一获得的知识需要不断地用一种相对容易

获取的方式存储。这一理解对于方法论的意义在于，

“即使我们不得不对于分块的非语言知识进行以语言

为媒介的描述和书写，人类学家至少要认识到他们正

在将知识转换成一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模式，而非他们

所自称的复制其研究对象的知识组织”［9］(P17)。

以很简单的去餐厅就餐为例，尤其是去我们比较

熟悉的餐厅时，从进门、落座到看菜单、找服务员点

餐，看似是一个一气呵成的过程。如果我们进入一个

餐厅需要一个想法一个行动，需要先左看右看，思考

自己是该先坐下还是先找服务员，这会看起来像是思

维迟缓，而且绝大部分普通人去餐厅就餐都不会如

此。事实上，去餐厅就餐这一行动所指向的指令并不

是一本厚厚的说明书，而是关于就餐的一个多线程的、
复杂的图示，这里面包括了从进门到吃完结账的一系

列图景，甚至包括对不同突发情况如何及时应对。曾

经网上流传的一个笑话是，到肯德基跟服务员说:“给

我来一斤麦辣鸡翅。”这句话背后所折射的是美式快餐

的经营方式、售卖方式、餐饮种类与传统中餐消费行为

的差距，以及麦当劳与肯德基的竞争。如果没有对这

些图示的理解，也就无法理解这个笑话背后的意涵。
所以，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头脑中所需要进行的

思维运算是复杂、多重以及快速高效的: 无论是对于

特定餐厅的定位、饮食解读、餐食搭配，是自助还是

有服务员，是否可以灵活改变菜单，配菜有无特殊安

排……这些在我们熟知的文化里看似都是不需思考

的选择。就好像我们说: “请给我来一杯咖啡”，就

默认了端上来的是一杯煮好的咖啡，我们要考虑的

是加奶还是加糖，而不是端上来一杯咖啡豆，先挑豆

子的好坏再拿去烘焙或者研磨。其背后映射的是双

方共享的对这句话的相同理解的图示。但是，一旦

这种情况出现在不同的文化之间( 这种文化差别并

不一定是以国家区分，甚至同一语系、同一地区都可

能对应完全不同的理解) ，这种理解就不再是自然而

然的，尤其是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简单一句话背后的

指向有可能是南辕北辙，差别非常大。只有对这种

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距有敏锐的认知，才可能进一

步去深挖与之相关的更为复杂和综合的文化理解。
( 三) 语言的欺骗性和伪装性

在反思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时，布洛克也提出了

语言的欺骗和伪装性［11］。布洛克所调查的扎弗曼尼

瑞人认为: 在本质上，思想是一个通过组织行动来达

到期望目的的问题。因此，对于他们来说，理解思维

涉及两点: ( 1 ) 非人类的动物和人一样有思考的能

力，比如，猪会在人们准备食物时出现以便吃到些剥

下的菜叶，跳蚤会想到藏在衣服缝隙里以不被抓到;

( 2) 村民很清楚思维是独立于语言存在的，例如动

物不会说话却可以计划其行动。但村民坚持认为，

人优于动物的关键一点恰恰在于语言，即使语言并

不是思维所必需的。他们认为语言的功用之一是

可以使人们通过说谎来实现所需。这一理解对于

描述社会经验和提供经验例证都会有进一步的影

响。因为认识到在虚假和欺骗的可能性中生活，比

如那些宣称爱你的人可能正试图给你下毒，以及实

际的欺骗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在他们描述事情时往

往会加上“可能”“我不知道”，而当他们确实希望

传达被信任的信息时会加上“这是真的! 我亲眼所

见”［11］(PPS25－S26)。在这一看似朴素的理解之中，“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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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会被意图( intentionality) 所修正，而说出来的内

容都是被意图调和之后的结果。“人是会说谎的”以

及被访者可能会“口不对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发现，

在现有的方法论反思里也有很多对访谈内容的“证

伪”“测谎”等的策略和原则［3］，这里不再赘述。

二、“无法言说”和“说不出口”
( 一) 无法言说的情感体验

Timm Lau 在对印度北部侨居的西藏人的研究中

使用了一个关键的事件: 当他看到几个年轻人打架时

并未袖手旁观，而是进行干预。这是一个未经思考的

行动，但是这一事件之后他在社区中处处感受到了来

自他人的让人不舒服的注视和沉默［12］(PP157－178)。这一

事件所引发的强烈的情感体验以及他人的沉默促使

他去理解这一事件的特殊意义与起因，原来他的这一

行为跨越了地方的等级界限，这种体验强调并提醒了

其在所在社区的社会地位。通过类推性体验，作者自

身的经验提供了一座桥梁、一种启发性的路径来重新

理解被访者生活中羞愧( ngo tsha) 的重要性。这一事

件所引发的对于本土背景下羞愧重要性的意识促使

Lau 进一步去分析公共可见性的重要性、儿童社会化

中的 ngo tsha、公共聚集中的行为以及在西藏难民聚

居区中发展浪漫关系的限制，等等。Lau 的研究表明

西藏的 ngo tsha 与其他人注视的密切关系，引发一种

强大的“羞愧情感美学”，并进一步指出，“西藏社会

行动者在社会互动中使用 ngo tsha 的过程同时再生

产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性特点”［13］(P15)。这一事件与之

后的注视与沉默都是无法言说的，让人羞愧是在他

人的注视之下完成的，并以此强化了等级在社会中

的意义。“无法言说”成为这一研究的契机，并以此

关注到社区等级以及跨越了等级边界的社会后果。
本人对于嫉妒的研究同样遇到了无法言说的问

题，作为一种负面情感，尤其是会引发“自己实际不

如别人”这样一种不良体验的情感，嫉妒的情感是不

愿意让他人知道的一面，很少有人愿意亲口承认。
承认羡慕并不难，而嫉妒之中潜藏的对于他人的恶

意是需要被隐藏的。同时，承认嫉妒等于承认了自

己的弱势甚至低人一等，所以嫉妒常常是被否认和

隐藏的［10］(P130)。比如，我在书里提到的那位老师:

有一次我去村里的小学访谈，在教室休息室有好

几个老师，大部分人都很友好，只有一个( 老师) 在听说

我是博士并且是自己主动选择来农村生活，而且还住

在农村人家里之后，他就一直冷嘲热讽、阴阳怪气，即使

在我跟别的老师问问题的时候也打断说:“这些学生都

没戏!”“你看我裤子都是破的”( 有个明显的烧了的

洞) ，“你怎么会自愿住在这个破村里”，非常地莫名其

妙。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县里被派来支教的老师，只能

每周周末回家跟家里人团聚; 他非常痛恨农村，从来不

跟村里人有任何接触; 他不想在村里当老师，但又没有

选择……所以当他知道，同样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却

自己选择来农村，而且看起来过得还不错，难免产生了

“酸葡萄”心理，冷嘲热讽似乎也就说得通了［10］(PP9－10)。

在这里，似乎是话语之中的潜台词以及那些没有

说出口的成为事件的关键。虽然这并不能证明此处

的“话外之音”就是嫉妒，但至少例证了用语言来研究

嫉妒的难点所在。最后我的研究更多地从嫉妒的“不

可见”转向研究“不可见的逻辑”，从研究事件转向场

景描述，从研究嫉妒这一情感本身转为研究嫉妒的归

因，从感知到行动，以及从特定的与嫉妒爆发相关的

时间、事件节点来关注其动态的发展［10］(PP24－25) ，才完成

了对于嫉妒这一隐性情感的社会文化研究。
( 二)“说不出口”的女性身体故事和记忆细节

黄盈盈在对女性身体、性感、性议题的研究中，发

现了很多内容的“缺席”，无论是可能涉及婚外性的

“还是别说了吧”，还是具体性感受描述的缺场。而这

种无法讲述，“相比于不愿说，更大的可能性是‘不知

道怎么说’”。对于性侵议题，在不同年代，其区别可

能在于“说”还是“不说”的社会能见度方面［14］(PP31－69)。

黄盈盈由此定义了“经血身体”类故事:

加上了限定词的“女性”身体，在表述中则首先

作为一种性别身体而存在，指向区别于男性的那些

身体部位: 乳房、阴道、子宫等等。这些部位不仅仅

是因为在结构上“长得”跟男性不一样，还因为这些

部位带给女性与男性不同的身体感受，带来女性才

会经历的、与这些特定部位有关的身体体验与实践:

月经、怀孕、分娩、哺乳等等以及包括痛经在内的各

种妇科病。这种在讲述中最为常见的女性身体不仅

与生育有关，也与健康有关，还与男女的生理性别差

异以及衍生而成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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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血身体，在女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私人言说中，

在场且显著，却往往缺席于社会场域，因为“脏”“隐私 /
害羞”等相关的文化建构而不被看见，而更多地偏向内

在感受。相比而言，另一类身体，性感的身体，同样在场

于生活之中，却往往因为其与“性”的关联而缺席于个

体的叙述，可是又以商业的形式常见于媒端( 当然，经

常是以另一种面貌被呈现) ，更多地偏向呈现［14］(PP31－32)。

刘熙对月经的研究，也提到了“即便是受过高等

教育的都市 80 后白领女性，哪怕已经结婚，有些被访

者对于月经还是羞于启齿，尤其是在一般男性面前”。
对于访谈者可以与一般男性聊这个话题，她们认为是

“不可思议”和“不可想象的”，因为月经是“不能放到

桌面上来谈的”，这种“羞于启齿”是一种社会与文化

的建构，尤其是月经与有性的、生殖的关联［15］。

这种“‘不可说’( 不愿说及说不出来) 与‘我要

讲’( 主动讲述型) 是两类相互关联的叙述陷阱，尤其

是性故事所涉及的主流社会态度以及陷入符合性道德

的叙事逻辑。黄盈盈试图通过寻找“另类故事”，激发

“另类讲述”以及扩展故事讲述的空间来发现那些还没

有被说出来的“真实”，通过作为“方法的故事社会学”
为分析框架来探讨讲述背后更为深层的生产、建构逻

辑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7］(PP163－184)。

贺萧( Gail Hershatter) 在《记忆的性别: 农村妇

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的开篇就描述了朝凤的

故事: 朝凤 5 岁那年，母亲将外出一个月挣回的崭新

法币给她看，她放在油灯下想仔细地看一看，纸币却

“呼”的一声化为了灰烬。虽然，“这个故事孤零零

地在一份长达二十二页的中文访谈稿中占据着三行

多一点的空间: 一个母亲的归来，瞥了一眼的蓝票

子，一串蹿起的火焰”，但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

燃烧的钞票视为朝凤童年最重要的创伤，一个决定

了她此后命运的事件，一个她生平自述的起始点”。
然而，“我们只是在偶然以及顺带的情况下，才得以

听到这个故事”［16］(PP1－3)。在这样的叙述中，“朝凤的

记忆无法让我们重新去捕捉一个孩子失去的世界或

是一个历史学者失落的社会”，但是在这部从女性视

角重述社会变迁对农村女性生活影响的著作里，这个

三行多一点的访谈记录却给朝凤的故事带来了丰富

的隐喻、不同解读的可能性以及多种分析方向，贺萧

因此将“朝凤对生平的记述称为一个足够好的故事”:

我所说的足够好的故事并不能让我们对过去有一

个完整的理解，但它出人意料并且引发思考，根据聆听者

的不同需求而朝不同方向放出线索。一个足够好的故事

可供再阐释，可以被编织进许多更大的叙事里［16］(PP1－5)。

在这个简短的故事里，同样是那些没有说出来

的、意义仍旧隐晦不明甚至朝凤都没有想到要继续

评论的细节却将研究者引向了更为深入和生动的

20 世纪 50 年代农村妇女记忆的生活史。
( 三)“弦外之音”与文化直觉

“弦外之音”“话里话外”不仅涉及与情感相关

的体验，而且是文化体验中非常关键的部分。庄孔

韶更是使用了“文化直觉主义”作为“逻辑的、功能

的、经验的、分析的、文献的及统计的”等研究方法之

外的田野工作方法论，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理解有

明确含义的符号和不明确的隐喻，来论述文化在场

下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部分。这种直觉思

维与中国哲学传统、文化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密切

相关［17］(P10)。庄孔韶更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今哲人的

直觉观，如老子“悟道”的直觉，庄子“体道”的直觉，

梁漱溟论孔子“礼乐”的直觉，牟宗三以孟子德仁释康

德“智”的直觉，宋明程颢、程颐、朱熹论天人、知行合

一之心德“觉悟”“醒悟”，并由人伦相对性直觉、群体

性场合觉解、隐喻的直觉、教育的直觉、直觉的社会记

录等提出了系统的中国文化的直觉主义理解论［17］。

研究者的“直觉”同样重要，恰恰是因为“在场”
并且感受到了那些可能说不出来、“话里有话”以及

“言不由衷”，并以此为契机去挖掘这些“说不出”背

后所对应的文化逻辑。文化表象之外那些没说的、
说不出口甚至无法言说的，有时比说出来的意义更

为重大，并同样可以成为研究的主题和重点。
三、由死亡带来的沉默

沉默是难懂的，可以指向多种( 无法确定的) 解

读，并且似乎永远无法确知特定场景下沉默的真实

含义。在多种沉默中，死亡所带来的沉默似乎更代

表一种终结。正如魏乐博 ( Robert Weller ) 所提到

的，对于沉默的相关文献很少，更多是从权力的角度

来解读，如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提到的抹

去的文本和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所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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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性的沉默。但是，权力所造成的沉默绝对不是唯

一的一种。沉默可以是反抗，也可以提供与权力相

对的隐藏的可能性。但是将沉默④仅仅作为权力的

产物或对权力的反抗，是对沉默的过度简化［18］。魏

乐博通过对三个死亡个案 ( 屈原、阿婆自杀、Miriam
阿姨) 的分析指出: “这种在核心层面无法解决、无

法被解读的沉默还是给我们提供了对于主导性话语

的某种替代性一瞥、一种其他可能神圣性的暗示。”
虽然这些死亡也提醒我们，这种试图阐释本身、这种

从沉默的深渊中获取意义的努力，本身可能也是施

加在沉默这种无法解读特质上的一种暴力［18］。
魏乐博的三个案例提供了对于死亡的三种不同

联想。屈原的被放逐与投江自杀使之获得了一种新

的声音。关于屈原的死，当时的境况与他的意图 /心
境都已经无从查证，但是通过司马迁的记录以及后

人不断赋予的仪式和意义，可以让我们看到为沉默

重建记忆的种种社会劳动。这种重建成功之后，我

们可以看到沉默是如何成为神圣的。
在第二个例子中，阿婆在中元节这一天自杀了。

原本这一天应该有很多仪式需要准备，但是当听到儿

子、媳妇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阿

婆走出房门，径直走到河边跳河自杀了。阿婆的自杀

是作为一种指责以及威胁存在的。虽然这一行为并不

能排除其他可能的解读，但是这一自杀行为有其社会

后果: 阿婆的儿子很快就从村里搬走了。阿婆死亡的沉

默是可以表达的，并且以一种她的行为无法实现的方式

被听见。或者说，她已经用言语表达了多年来让她看不

惯的事情，但是没有人听见或愿意花时间倾听。沉默反

而以一种更为大声和清晰的方式传达出了一种所想［18］。
在第三个例子中，Miriam 姨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大屠杀中完全失联，虽然相关的信息寥寥，但是沉

默所带来的想象，甚至强迫你去想象那些无从知晓的

细节。这让人看到沉默的无限可能，即使是如此绝对

和非人性( 姨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中去世) ，原

本的杳无音信却在家人身上强加了一种记忆。而这

种记忆完全是一种创造，并且无关 Miriam 姨妈的生

死。这种对于恐怖的记忆是真实的，并且这种沉默在

今天仍然清晰可见。但是 Miriam 姨妈在这里是一个

客体，而非主体。她并未选择在一个文化框架下以沉

默发声。相反，她被无声化了，同时无声的是那些可

能给予她的死亡或沉默以意义的文化框架［18］。

在我的研究中，同样用到了一个死亡的案例来

论述“希望”之于嫉妒的重要意义:

2007 年 8 月当我回到西台，听说住在房东家隔

壁的小李死了，怎么都无法相信。几个月前，我还跟

着他们几个人一起去山上拉矿石、坐在村口的石头

上聊天。我问他羡慕什么，别人一般都会直接否认

说有啥可羡慕的，可是他却坚持不说他羡慕什么，而

是不断强调:“说了有啥用?”房东阿姨告诉我，是 6

月出的事，几个小伙子一起去山里拉矿石，下山的时

候小李坐在前面，跳下车的时候不知道是腿摔断了

还是怎么被车压了一下，送到医院治了一段时间没

治好，再送到市里的大医院，说是神经坏死，得截肢。

截肢以后情况并没有好转，还出现了并发症、功能衰

竭，最后肾坏死，7 月 8 号去世，才 29 岁［10］(P144)。

小李是我在西台的房东家的邻居，我遇到他的时

候，他和房东家的儿子及亲戚一起在山上拉矿石，然后

运到山下卖给加工厂，当时的收入还不错。并且村里

建矿似乎为他们提供了种种进厂或者做生意的可能

性，几个年轻人都跃跃欲试，似乎充满希望。这一意外的

发生无疑对他们打击巨大，尤其是小李的家人把另外几

个年轻人告上法庭，希望可以获得赔偿。案子最终获得

庭外调解，几个年轻人也再次到外面去打工。小李的“说

了有啥用”到死亡所带来的沉默进一步预示了其任何梦

想、希望的无法实现。希望的延续与再生产是嫉妒不会

演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的重要一环，小李的个案是被当

作希望的反面来讨论的。这种“无法说”以及“再也不可

能实现”，更为深刻地展示了希望被剥夺的残酷和无情。

对沉默的多种解读同样印证了非语言知识在社会

关系以及社会生产中的重要性。沉默作为无法表达出

来的信息，与那些可以表达出来的，很可能是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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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体两面。在魏乐博看来，口述与沉默并非对立的，

在本体论层面并无差别。沉默的吸引力恰恰在于它将

权力和阐释的问题置于一种极端的形式。我们有时认

为沉默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黑洞，但事实上沉默是完

全社会的和可交流的。它并非言语的对立面，而是影

响任何种类交流的无法解释的那层的最终端。正如上

述案例所表现的，即使是死亡所带来的最终沉默，还在

继续传达、提供新的可能性。如果说在这些灰色故事

的背后有什么真正的希望，那就是这些沉默的深不可

测以及为意义解读而不断提供的新资源［18］。

对死亡和葬礼的理解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并不少

见［19］［20］(PP50－56) ，对于亲近者死亡的情感仪式表达以及如

何重构社会秩序也是社会研究中的重要一环。这里所

引入的关于沉默的案例尤其是由于死亡所造成的永久

的沉默，是希望沉默不应该是研究的终止。与历史学

或者社会记忆所涉及的沉默不同，尤其是从魏乐博的

第二个和第三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沉默是在场的，

也同样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诉说。“小李”的主动不说以及

之后再也不可能的诉说更传递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无

论是调查过程中的“沉默”还是死亡所造成的叙述的终

止，并不一定是研究内容的终止，这些沉默背后的意义尤

其是与故事和叙述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研究者深思。
四、方法论反思

本文从三种不同类型“非语言”资料的分析出发，

试图引发对于依赖语言所进行的田野方法论的新的思

考。尤其是在以访谈、话语、叙述为核心的讨论之外，也

许可以提供一种新的反思视角，并对现有的方法论讨

论提供一些补充和拓展。无论是日常生活非线性、非
语言的特点，还是由文化、情感或哲学表达传统所限制

的不可言说，抑或是由死亡带来的完全的沉默，这些不

同的状况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田野调查中语言和思维、
文化、知识的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对于语言/言语的过分

倚重以及侧重由访谈资料得出结论的局限性所在。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三种情况并未也远远无法涵

盖所有涉及调查中的非语言情况，但通过引入相关讨

论，可以由此使研究者对语言的使用保持警觉，对非

语言的不同状况保持开放性，并引发更多对非语言情

况的讨论和关注。这些努力都是试图打破表面化和

套路化的表达，去更为接近实际生活的“真实”。在另

外一篇文章里，我们讨论了如何接近日常生活的真

实，恰恰是日常生活复杂的具有生成性的丰富体验以

及社会现实的多重性、复杂性，需要我们重新去把握

日常生活的实践和触碰日常生活的质感［21］(PP104－110)。

作为研究者，在对“非语言”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也许我们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 一) 不断增加对文化、知识非语言特性的了解

如果有成为被访者的经历，那么重读被访谈

的文字记录多少都会产生类似的疑虑 ( 或者由被

访者重读调查记录) : “这些话是我说的吗?”“我

当时是这样的意思吗?”由于所有的谈话都是在一

定的语境、在社会互动的背景下发生，也是对所谈

论话题的某种 ( 甚至可能是片面的 ) 折射，现有的

方法论讨论有很多对访谈动机、背景等问题的关

注［1］(PP53－68) ，或从权力、社会文化背景的角度去讨论

“无事可诉”［22］(PP46－68)［23］(PP217－242) ，但较少注意到更为本

质的语言和文化的不匹配状况。从认知人类学角度

来重新思考语言和知识的非对应关系，尤其是日常熟

知的、高效的行动的非语言特性，可以让我们更好地

理解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动，并从不同角度去把握这

些行动的内涵。就像“去餐厅点菜”这一简单的行动，

如果用语言去描述其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场景以及思

维对应的运算会需要几页纸一样，这一对于思维特性

的理解可以促使我们关注生活中更多的细节和内容，

从多线程、同时进行的多重测算来理解某一个单独的

行动，从而更为贴近人的思维、知识的能力与可能性。
( 二) 对不同类型的调查资料保持足够敏感

本文列出的很多研究案例都始于田野中的“意

外”。无论是“小李”车祸所带来的冲击还是 Timm
Lau 因为羞愧所引发的强烈情感体验，这些都不是

调查原本设计的方向。但是，由于研究者印象深刻

进而引发了更多对这些角度的思考和分析，最终成

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长期田野工作

结束后，我们往往需要注意那些印象深刻的细节，或

者与自己设想、期待不尽相同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

可能恰恰是“文化 /思维冲突”的地方，以此为契机，

也许可以更好地推进自己的研究。同样地，在田野

调查中可能会出现很多“非传统”的资料内容，尤其

是对访谈中的留白、迟疑、不能说、说不出以及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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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敏感，分析这些没说出的部分到底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场景与语言的不匹配还是涉及道德、文化、制
度、权力、性别等问题，不能一味地只求问出答案、问
出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尤其不能削足适履，不能为

了完成某个结论而忽视某些研究资料的关键意义。
( 三) 不断创新和推进调查研究方法

本文例证的这些调查材料其实是许多长时段的田

野调查中都会遇到的，但更多时候这些信息也许因为

不符合“科学”研究的标准———比如因调查对象的去世

而无法继续提供材料，或者因为没有访谈资料而无法

进行直接的引证，又或者因为与所论述主题的相关性

很难建立，这些资料就被弃之不用了，没有进入分析框

架，这是非常可惜的状况。但是，对这些材料的加工和

使用往往没有那么直接，可能需要一些新的分析框架

甚至更为多样的方法和视角，如引入时间、空间、身体、
情感等多种研究维度和方法［21］(PP104－110) 及对内观、修行等

分析角度的借用［24］(PP212－238) ，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研究日

常生活的可能性。本文试图说明的是，这些非语言、非常

规的资料并非无意义的，在一些议题之中可能恰恰是最

为重要的一环，以此为基础进行的方法论创新和反思不

仅对于民族志研究，而且对于更为广义的定性研究、实地

研究以及质性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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