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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类学农民研究综述
史艳兰摇 陈摇 刚
[ 摘摇 要] 摇 农民研究包含了人类学关注的所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农民
概念中的复杂性使得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和厘清尤为必要。 文章通过对国外人类学农民概念及农民研究
的梳理,呈现出人类学农民研究的三个重要阶段:对农民的定义经历了从模糊到清晰,从清晰到逐渐被
消解,以及当下再小农化的历史进程。 总体而言,农民研究主要围绕文化和政治经济两个方向展开。 20
世纪以来,农民以不同的形式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中,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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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967 年,孟德拉斯在《 农民的终结》 中,就法国“ 传统小农冶 在二战后经济转型中的消失进行了
系统讨论。 他指出,这些小农在经济高速增长、工业化迅速推进的时刻,不是纷纷变卖土地,就是用
自己土地加入规模大的农业合作社成为股东,或成为新式机械化农人,或奔向城市,把身份转变成
城市人口。 [1] 农民的终结似乎成为一个确定不疑的历史命题。
毋庸置疑,过去 50 年来,世界各地大部分农业发生了重要变化,农民最大化地、多面向地经历
了农业现代化进程。[2]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农业发展面临诸多
困境,如农业在粮食商品体系中的作用减弱、工业资本积累的占用、淘汰以乡村( 如土地) 为基础的
劳动过程的长期趋势等。[3] 在此背景下,传统农业结构逐渐崩溃,农业日益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一个
部门。 结果,乡村乃至农民均面临着消失的危险。 进入 21 世纪,随着农民工、城乡一体化、新型农
业、家庭农场等新形势的出现,中国农民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的趋势。 一方面,在农村生活的农
民以及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人口流动致使农村凋敝。 面对新时期国家提出
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部署。 有必要从人类学的视角对农民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但在撰写相
关论文探讨农民身份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关农民的概念是模糊和混杂的,不利于研究问题的解
释和厘清。 因此,本文拟在人类学脉络体系中,对过往农民研究进行梳理和回溯,并在厘清农民概
念的过程中,希望通过西方人类学农民研究可以窥见中国农民发展的历程,也希望人类学关于农民
的研究和分析可以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借鉴,以试图回答中国农民研究的定位与拓展问题。

一、人类学农民研究传统与农民的“ 发明冶
在 1926 年雷德菲尔德(Redfield Robert) 第一次实地考察墨西哥之前,农民一直是其他学科而
非人类学关注的研究对象。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初,泰勒、弗雷泽等著名的摇椅理论家,汇集世
界各地的民族志资料,聚焦于阐释文明社会是怎样从前工业社会演变的,“ 原始的冶 “ 封闭的冶 部落
社会已然成为人类学理想的研究地。 此后,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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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了对狩猎采集社会的考察。 因此,在早期研究中,“ 人类学家一般把农民社区看作一个多少有
些与世隔绝的过去传统的遗迹。冶 [4] 农民是由前工业欧洲和殖民地农村社会的残留图像构成的。 [5]
这也形成了欧洲农民研究的四个理论传统之一,即农民研究源于与传统西方人类学相关的欧洲民
族志,其倾向于把农民作为由“ 文化滞后冶所保存的早期民族传统的代表淤。
二战后,随着亚洲、中东、拉丁美洲等主要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人类学对农
民生活的研究发生显著的兴趣转向。[ 6] 农民及农民社区成为人类学探索的一个主要焦点。 不过,
早期研究关于农民概念的含义是模糊的,对农民的使用也很松散。 农民被粗糙、简单的用来替代
“原始的冶 “ 部落的冶等词汇,也被委婉地指代非西方农村人或人类学家研究的社区。 如在对墨西哥
提波兰( Tepoztlan)的研究中,雷德菲尔德强调对村庄或对某些地方“ 生活于其中冶 的人的研究,这
些村庄有可能或者不会被描述为“农民冶 。[ 7] 此后二十多年,“ 农民冶 一词经常出现在农村研究中,但
却是随意的,或者说“ 是用来表达作者自己的解释冶 。 如福斯特( Foster George) 在“ 什么是民俗文
化?冶 一文中,实际上谈的是农民。 [8] 在雷德菲尔德的《 尤卡坦民俗文化》 和“ 民俗社会冶 中,民俗文
化被理解为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共有传统的文化,这种传统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它既不是原始文
化,也不是现代都市文化,是定居农民的文化。[ 9]155 在这里,农民等同于传统,也等同于社区。 作为
“第一次分析、使用农民概念的人类学学者冶 [10]399 ,虽然弗思( Raymond Firth) 试图从农民经济视角
定义农民,但在马来( Malay)渔民研究中,农民不仅包括农业耕作者,也包括渔民和农村工匠。[11] 此
外,部落和农民也常被混淆以指代自己生产食物满足自身需求的人。 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 农
民冶才被构建成人类学专门的分析类别和主题。 1953 年,在《原初世界及其转型》 中,雷德菲尔德把
“农民作为一种类型冶 进行分析 。[12] 此后,通过在《 小社区》和《 农民社会与文化》 中的补充和阐释,
“农民冶 ( peasant) 被确立为一个分析范畴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主题。
至此,人类学农民研究从部落社会出发,从定义模糊到逐渐形成具有特定类别的农民类型,标
志着人类学农民研究的形成。 当然,在格尔兹看来,定义“ 农民冶 或“ 农民的冶 类型建设的努力同时
也在沿着农民自身,即农民与更大的社会文化的联系两条线移动。 因此,文化的,职业的和法律观
[6]

念中的农民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是相互关联的维度。

农民不仅仅是职业,也是一种社会等

级、社会身份、生存状态、文化模式、心里结构乃至社会组织方式。 [13] 也有学者认为,农民研究的确
立和拓展是与人类学学科发展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因此,“ 农民重新定位了人类学在现代与原始间
的实践和思考方式冶 。

[5]

这与早期农民研究源于人类学发展的英国传统密不可分 [14] 。 而随着研究

的深入,人类学家最令人担忧的问题逐渐转变为从部落转向农民后确定适当的研究方法。[ 6]

二、“ 社区冶 ( 农民) 作为方法:民俗、农民与文明
人类学真正意义的农民研究始于对社区的关注。 在早期研究中,农民被认为是组成社区的一
部分。 [15] 因此,在人类学者对小规模农民定居点进行的实地研究中,首先进行乡村研究,偶然情况
下才考虑农民。 如雷德菲尔德在 1930 年对提波兰乡村的描述,就是“ 出于对社区人类生态学的关
注冶。 [7]
淤

据沙宁的梳理,欧洲农民研究的四个理论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恰亚诺夫的“ 独特经济冶 类型理论、民
族学和人类学的文化传统以及由克鲁伯( Kroeber)等发展的涂尔干传统。 见 Shanin,T. Peasantry: Delineation of
a Sociological Concept鄄 An Extract. Teodor Shanin, Defining Peasants: Essays concerning Rural Societies, Expolary E鄄
conomies, and Learning from the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Basil Blackwell,1990:38 - 40;也可参见熊春文. 农业
社会学论纲:理论、框架及前景. 社会学研究,2017(3):30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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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社区的关注与现代化的推动密不可分。 作为美国人类学转向农民研究的开创性人物,
雷德菲尔德研究生涯的起点就是基于对“ 分散在全世界很多偏僻地方,而且仍然过着与外界完全
或基本上隔绝的群体,是如何慢慢走向现代化的外界靠拢的道路的?冶 [16]2 的思考。 在此过程中,
“发展冶 和文化变迁成为其考虑的首要问题。[ 5] 在墨西哥研究中,雷德菲尔德的最初目的是调查像
提波兰这样的社区怎样被形塑在当代历史中的。 此后,雷德菲尔德在尤卡坦地区开始了对四个
社区的研究,通过现代城市与农村外围空间形态的对比,雷德菲尔德看到了农村腹地向构成现
代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形式的逐渐转变。 这种转变是随着现代城市的特征向外扩散而出现的,雷
德菲尔德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民间 - 城市连续体。 此外,其在《 尤卡坦民俗文化》 中详细描述了该
连续体所具有的多种两极化特征,即就滕尼斯、梅因、涂尔干、帕克等关于现代 / 城市与传统 / 农
村之间基本的二元对立进行升华。 [17] 这一模型随后成为思考现代化理论背景下农村及其历史的
范例。 在此过程中,农民成为现代化理论审查的主要对象,“ 雷德菲尔德也因此成为现代化理论
的源头之一冶 淤。 同一时间,拉丁美洲和亚洲成为乡村研究的主阵地。 在中国,费孝通开展了对
中国农民生活的研究,通过对中国农民的观察,费先生指出农民是“ 一种正式的组织、个人的行
为和社会态度的复合体冶 [18]57 - 59 ,这暗含了对乡村、精英与国家的关系的探讨,为后来对农民的
界定打下了基础。
20 世纪 50 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农民和小社区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4]14 - 64 对发展和现代化
的思考促使人类学家更加关注与小社区生活方式相关的传统文化 [19]42 ,雷德菲尔德在对“ 民俗社
会冶的描绘中巩固了对非现代社区的思考,从民俗文化的视角拓宽了对于社区的讨论。[12] 此后,雷
德菲尔德继续发展,在《 农民社会与文化》 中,透过“ 大传统冶 与“ 小传统冶、“ 民俗冶 和“ 都市文化冶 等
概念,对抽象的大传统和具体的小传统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印度、中国、墨西哥的高地文化,恒河、
黄河、尤卡坦坎村落的低地文化等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展示了两种不同的传统是如何相互影响
的———其彼此间是怎样交流与相互修正的, 在组成整个文明的更大的文化中,复杂文化和民间文
化是如何相互关联的。[16] 可以说,雷德菲尔德和克鲁伯( Kroeber) 殊途同归地指出农民社区是更大
的文明或社会的一部分于。 其中,农民的“ 文化冶 部分被雷德菲尔德转变为美国人类学家大部分时
间接受的概念化基石,这成为农民研究的另一个传统,也成为后来农民人类学研究中反复出现的
主题。 [6]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雷德菲尔德关于农村社会的想法及“ 发展冶 的理念强烈受到芝加哥都
市社会学家的影响,尤其是其岳父罗伯特·帕克;另一方面,芝加哥学派农民研究当时深受英国结
构 - 功能主义的影响(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功能学派以社区为单位的文化研究已成为一种研究范
式),因此,在芝加 哥 学 派 早 期 的 “ 农 民冶 研 究 中, 雷 德 菲 尔 德 及 其 同 事 在 尤 卡 坦、 日 本、 魁 北 克
(Quebec) 等地进行了诸多开创性的社区研究,在这些文献中,社区近乎等同于农民盂。 可以说,从

淤

现代化理论的三大支柱分别是韦伯 - 帕森斯社会学,新古典经济学和雷德菲尔德人类学。 见 Clifford Wli鄄
cox. Robert Redfiel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MD: Lexington Books, 2004。

于

克鲁伯对农民进行了“ 笼统概括冶 ,认为农民构成了“ 具有部分文化的不完全社会冶 ( part鄄society with part鄄cul鄄
ture) ,并将农民社会置于中间位置,以解释“ 民间 - 复杂的极端冶 。 克鲁伯对农民的讨论可以说是对涂尔干关
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理论的发展。 见 Alfred L. Kroeber. Anthropolog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8:284。

盂

同一时期,受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费孝通也运用社区研究方法完成了关于中国农民生
活的民族志。 这一研究方法彻底贯彻了人类学将“小冶 部落或者“ 社区冶 为研究的基础,即将功能主义学派文化
和社会结构整体性指导的将“ 生活的一切细节冶 纳入综合社会研究的宗旨。 参见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
民的生活.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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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始,以社区出发的研究逐步影响美国文化社会的研究淤,而雷德菲尔德通过聚焦
于“社区冶 “ 传统冶“ 生活方式冶 和“价值与价值观冶 等概念的讨论,使得墨西哥尤卡坦农民研究中( 也
可以说芝加哥学派早期“ 农民冶研究) 的“ 民俗生活冶 或“ 俗民社会冶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12]
当然,将社区研究方法用于分析农民生活,最核心的问题是关于有用性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
社区并不能代表更大范围的文化,而且聚焦社区研究往往会忽略更大的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此背
景下,格尔兹对农民生活与社区研究的意义进行了阐释,在对 20 世纪 60 年代前人类学农民研究的
梳理中,格尔兹既指出社区研究对描述和分析农民本身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社区对于思考农民
社会文化的意义。 因此,针对社区研究适用性的质疑,格尔兹强调社区作为人类学家理想研究的自
然栖息地,不应该在任何意义上要求结束社区研究。 更重要的是,社区研究不仅是分析方法也是数
据收集方法。 [6]
在美国人类学界,另一位以社区为切入点引导农民研究的学者是斯图尔德( Julian Steward) 。
虽然农民不是斯图尔德的主要关注点,但“ 其作品中却存在着他对农民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主
题冶,“ 他从原始社会研究以及考古学和文化史的兴趣中发展出的理论取向,对农民研究领域发挥
了重要的影响。冶 [12]57 通过波多黎各项目,斯图尔德在墨西哥和秘鲁主持了一系列社区研究工作,
并提供了与人类学中大多数普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文化概念 [20 - 21] ,即其“ 使用社区研究方法不
仅仅是对生活进行一系列全面的描述,而是试图在生产安排方面考虑社会和文化模式。冶 [22] 因此,
如果说雷德菲尔德的做法引导着现代化理论的方向,那么斯图尔德则在权力、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
主义理论上引领着人类学者的研究旨趣。 这两种方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了农民发展观。 在雷德菲
尔德的定义中,农民的特征是“ 与小社区生活方式相关的具体传统文化冶 ;而斯图尔德则把政治经
济标准引入农民定义中。
作为斯图尔德的学生,沃尔夫也对社区保持兴趣,他相信社区是了解农民与外界融合的关键,
并将其看作更大的政治 - 历史进程的结果。 在以斯图尔德、沃尔夫等为代表的研究基础上,政治经
济学派的社区研究主要“ 结合某一社区长期发展中的外部因素影响———尤其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
义的挤压———去研究这个小型社会的变迁冶 。[23]29 因此,关注社区长期发展成为政治经济学派重要
的研究内容。 综观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思路,以农民为切入点,以社区为基本研究方法,并在此基
础上分析特定的社会或文化整体的成因、再生产、形式和意义上的变迁。
可以说,人类学真正意义的农民研究始于对社区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农民概念和社区、乡村
等混合使用,关于农民的定义是模糊的。 而不论是二十世纪人类学界试图“ 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扩展到文化社会研究冶 的努力和尝试,还是对文化变迁的关注,抑或政治经济学派对于资本主义影
响的关切使得社区既是研究内容,同时又成为研究方法。 在此过程中,人类学家以社区的方法开展
农民研究,并逐渐向复杂社会挺进,农民使社区研究逐渐清晰,并走向成熟,成为人类学最重要的研
究方法之一。

淤

在芝加哥大学,与芝加哥社会学的直接关联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那里的逗留( 雷德菲尔德进入新独立的人类
学系),此后是华纳( W. Lloyd Warner) 的任命。 华纳在 1929 年将这个研究方法带到了哈佛,并在其扬基城的
长期项目和哈佛在爱尔兰研究的社会人类学阶段 ( 进一步) 发展,此后被 Conrad M. Arensberg and Solon T.
Kimball 继续。 华纳的早期举措刺激了一些“ 社区冶 研究———范围从大都会贫民窟到整个美国城镇,以及其他
社会的小社区。 参见夏建中. 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18 - 119;Sydel Silver鄄
man. The peasant concept in anthropology. The Journal of Peasant Studies, 1979(7):50 -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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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作为过程:全球化背景下农民的嬗变
20 世纪 70 年代,人类学与现代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淤。 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向纵
深发展,农民以不同的形式融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组织中。 为考察资本主义的深入影响,人类学
政治经济学派以农民为切入点,以社区为研究对象,呈现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农民。 从
拉美到中东,从中东到亚洲,从亚洲到欧洲,农民日常生活以土地为中心,又逐渐脱离土地,农民
概念被逐渐消解。 农民研究拓展到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社会运动、意识形态等问题的关注和讨
论。 另一方面,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促进了从农耕到农业的世界历史转向,促进了农民无产阶级
化、合约农业以及小农等新形式出现,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 农民再概念化是为了
应对在世界经济中的变化。
( 一) 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与农民类型学
人类学家奥特纳( Sherry Ortner) 曾指出,如果把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生态学派研究
做一个比较,文化生态学研究“ 原始冶 社会,认为重要的外部力量是自然环境;而政治经济学派研
究的则是“ 农民冶 ,认为重要的外部力量是国家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23]23 政治经济学派试图透
过社区中长期变迁来 看殖 民主义 和资 本主义 给地 区带来 的影 响,并 将民族 志与 历史结 合于 其
中,以求得到更全面、整体、客观的研究。 [24 - 25] 因此,政治经济学派不断告诫研究者:“ 农民乃至
部落社会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全球交换体系的构成单位冶 。 [23]24 19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给
农业和农民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在此过程中,农民的定义出现分化,并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农民
类型。 [26 - 28]
作为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对农民进行最深入讨论的人类家 [ 5]2 ,沃尔夫首先通过对不同类型
农民的划分和界定,讨论了农民与不同生产方式的互动关系。 其认为,对农民的界定要素在于“ 技
术、土地利用、财产占有和贸易等领域,农民与非农民的主要轴心不是民俗与文化的对比,而是在农
业生产者与地主、政府官员、商人、或劳动工人间冶 。 沃尔夫驳斥了雷德菲尔德的研究方法,将研究
重点从“ 文化转移到农民与非农权力和经济的社会二元性中冶 ,旨在将农民和农民社区的类型与更
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联系起来。 [6,19,26] 这一做法在《 农民》 《 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 以及《 权力的途
径:现代世界的人类学及其建构》 等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 在《 农民》 中,沃尔夫将农民
解释为权力与财产关系中的现代社会行为者。 此后,其将焦点转向权力和意识形态方面。[29 - 30] 此
后的农民研究均不同程度地吸取了沃尔夫的农民定义,并以此概念作为研究出发点。 沃尔夫的工
作也被认为“ 在整个 1970 年代最有趣的理论发展与扩大农民分析与概念化的尝试有关冶 ,“ 在美国
超越了最初的‘ 雷德菲尔德式爷( Redfieldian) 方法冶 。[19,31]
作为“ 沃尔夫人类学冶 最主要的追随者 [32] ,科尔尼(Michael Kearney) 在墨西哥进行了大量的农
民、农民工人以及跨国移民研究。 这是人类学农民研究的一个典型区域。 在《 重新认识农民:人类
学在全球的视野》 一书中,科尔尼在继承沃尔夫关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背景下的身份问题以及
有关国家的问题的处理中,从人类学的视角评估了农民概念的出现、发展乃至消亡。 科尔尼指出,
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阶级身份的改变使得农民出现了多样化认同。 这一认同在农民工、拥有土
淤

在美国人类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阶段是把人类学引入到对现代世界复杂社会的研究。 该阶段以早期社
区研究为起点,到本尼迪克特等主导的国民性格研究,斯图尔德主持的波多黎各项目,以及 后续 农民、( 俗
民) 、社区研究等均是对现代世界复杂社会探索的早期尝试。 见[ 挪威] 弗雷德里克·巴特,[ 奥] 安德烈·金
格里希等. 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51 -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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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无产阶级以及其它一些相互矛盾的分类中尤为显著。 因此,科尔尼完全摒弃了“ 现代冶 农民这
一类别,转而投向沃尔夫关于农民定义的界定。 在对农民分化的讨论中,科尔尼提出,当下农民研
究已经从对“ 农民类型冶 外部分化的关注转到内部主体差异化上,这是后农民理论和后农民研究的
内容。 可以说,科尔尼就农民与全球化、现代性以及后现代主义等的关系进行了思辨性处理。 此
外,在《 重新认识农民》 一书中,科尔尼还创造性的提出从人类学发展史的视角审查农民,并从学科
史的视角重新定义了人类学和“ 现代性冶 。 [5] 除了科尔尼在墨西哥的农民研究,许多人类学家也分
别注意到了亚洲和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对农民的权力关系,其往往导致农村阶层结构两极化。 [33 - 34]
并指出,在农民研究中,如果忽略了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影响,对第三世界农民生活
的理解是不全面的。[35 - 36]
此外,在 20 世纪 50 年代,人类学家还着手发展了关于农民和社区的类型学和分类学。[14] 在以
沃尔夫和西敏司等为代表的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的农民研究中,他们均看到农民这一概念在资本
主义体系下所暗含的结构关系,并强调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民的类型学。 在 1955 年的“ 拉美农民类
型冶中,沃尔夫建构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类型的三个基本分类:(1) 大部分农业生产者;(2) 对土地
的有效控制;(3) 就生计而不是再投资的主要定位。 在此基础上,沃尔夫提出“ 尽可能狭义冶 地界定
农民,以建立农民类型模式。 基于此,沃尔夫提出了一种界定拉丁美洲农民类型的不同方法,这种
方法以生态学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的可变性为基础,以阐释关于农民的分类是基于文化结构而不是
文化内容。 [26] 在西敏司关于农民研究的思考中,认为“ 比‘ 农民爷 的抽象定义更重要的是农村社会
经济集团类型的发展冶 。 西敏司指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农民的内部分化,这使
得人们开始探索不同农民群体之间的关系、农民内部分化与内部构成、农民与非农及不同部门的结
构关系、农村社区生活中传统文化的社会关系用途等,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关系赋予每个“ 类型冶
的具体意义,这种探索成为比定义农民更为重要的课题。[19]44 - 45,[37] 此外,福斯特( George Foster) 通
过研究墨西哥农民的“ 认知模式冶 ,先后提出了“ 二元契约冶 “ 有限福利的形象( the Image of Limited
Good) 冶 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农民社会的类型学。[38]
( 二) 再农民化、农民农业( peasant agriculture)和农民运动
农民逐渐消失并且全球化背景使得这一群体并不适于继续维持原来的状态。 由于资本主义出
现的社会分化,去农民化与再农民化均是政治经济环境复杂转型的一部分。 范德普勒格的新农民
观念打破了传统农业的界限,也引发了对去农民化与再农民化过程的研究和讨论。 新时期农业和
农民生产的多样性和多功能性,使得“ 农业正在以农民的方式日益重组冶。 而由于农业与自然的关
系发生重要变化,土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
1郾 回到小农:去农民化(depeasantation)与再农民化( repeasantation) 研究
再农民化是荷兰农村社会学家范德普勒格淤 农民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 事实上,自人类学开
始拉美农民研究以降,许多学者均已关注到这一现象或过程。 沃尔夫通过对波多黎各传统咖啡生
产的研究,揭示了贫农和富农的社会分化及其互动关系 [39] ;西敏司( Sidney Mintz) 描述了加勒比海
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怎样“ 重构农民冶 的。[40] 在世界不同地区,由于农业现代化或农村生活的不
景气,农业工作与非农工作或移民相结合已成为农民一种新的形式。[25]8,[28] ,[41 - 43] 在沙宁( Teodor
Shanin)看来,这种现象被称为“ 边缘的农民群体的出现冶,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19]44 - 45 因
此,“ 农民化、无产阶级化、再农民化的进程,或者半无产阶级、伪装的无产阶级或工人农民等均是
淤

在本文中,虽然范德普勒格和沙宁( Teodor Shanin) 不是人类学家,但由于这两位学者的研究在人类学中的广泛
影响(见 Susana Narotzky. Where Have All the Peasants Gon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笔者也对他们的
研究进行了回溯。

第 4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史艳兰等: 西方人类学农民研究综述

· 49·

[15,44]

政治经济环境复杂转型的一部分。冶

在此过程中,资本的逻辑成为最重要的线索,其结果是不

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民都促进了农产品生产的商品化与专门化,引起了“ 去农业化冶 或“ 去小农
化冶的风潮。 [45] 而由于涉及许多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一个概念,农民在缺乏明确性和不适当
性方面受到批判。[ 5]
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结构调整过程的描述中,范德普勒格提出了“ 新农民冶 的观
点,并将其发展为一个理论上有意义的概念,提出再农民化是一个内生的和地方化的过程。 范德普
勒格指出,再农民化意味着加强了农场的资源基础而不依赖于金融和工业资本。 这样的转化使得
农场具有更高的自主性,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决策和学习空间。 简而言之,再农民化将以前仅限
于原材料生产的农场转变为一个具有许多与自然和自然相关的新方式的多产品的企业。 这是一个
改变农业的过程,因为“ 专业农业企业的传统界限冶 被打破 [46 - 47] 。
范德普勒 格 的 新 农 民 概 念 以 及 对 再 农 民 化 的 讨 论 得 到 了 诸 多 响 应, 如 在 博 瑞 特 ( Berit
Brandth)等对挪威旅游农场的研究中,指出农场农业在为适应旅游需求而拓展的多元化发展中,农
民将旧农民的生存策略与现代需求相结合,农场的发展呈现出再农民化的特征。 通过“ 再农民化冶
过程,农业旅游使农场重新焕发活力,并重新定义了农场认同。[48] 围绕农民在现代世界中的意涵这
一问题,帕梅拉伦纳德( Pamela Leonard) 等编写的论文集“ 后社会主义农民? 东欧,东亚和前苏联的
农村和城市认同结构冶 ,试图对传统农民的“ 核心冶 观念进行拓展。 作者提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
分析后社会主义农民。 全书描绘了大量农村和城市家庭参与维持生计的农业,其中一位作者汉弗
莱(Humphrey) 将这种发展称为日常生活的“ 农民化冶 。 在此背景下,农民一词除了指从事农业生产
的全职农民,作为一个系统还包括后社会主义工业工人,国家官员和耕种小块土地的知识分子,因
为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这些个人与土地和自给农业的多种联系。 且由于他们与以城市为
基础的工业经济和社会的错综复杂和多样化的联系,无论是从客观特征还是身份来看,论文集中描
述的后社会主义者不再是“ 农民冶 ,相反,他们是“ 后农民冶 。

[ 6]

作者最后指出,被界定为“ 农民冶 的人

的身份和参与农业实践的多样性不是无法解释的,要了解现代世界中的农民,必须通过参考真实存
在的社会主义的系统特征来调和。[49] 毫无疑问,当代世界的主要变化模式导致农民远离了典型的
农民社会结构,同时也促进了作为社会过程的农民的形成。 [19]
21 世纪,农民以不同形式参与到能源生产、农业旅游、农场加工等多种农业生产环境中,这
同时体现了新时期农业和农民生产的多样性和多功能性。 同时,“ 它使 21 世纪的农民能够以新
的和传统的方式复制其存在,而这些方式往往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冶 。 [50 - 51] 于是,“ 农业正在以农
民的方式日益重组冶 ,最终,现代化农业重新被农民农业替代。 在此进程中,农民被持续的重塑。
通过多维度、多层次的重组过程,农场农民被重组为小农。 因此,农民的理论观念和农耕方式也
正在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审视。 [47] 如昌润植( Chang Yun鄄Shik) 介绍了韩国的土地改革如何创造了
一个正在越来越多地生产和销售蔬菜和水果代替粮食的土地的农民,同时利用稻作自我消费。
在这一研究中,作者指出,在一些地区,农民面临市场压力,是新型农场农民( 小农) ,而不是大规
模的商业农民,给大部分的现代农业生产带来贡献。 [52] 再小农化的过程也表明,当代发展中国家
的农民由于其融入世界体系的不同历史和农业系统的差异而不同。 面对资本主义的蔓延,农民
不注定要灭绝。 此外,欧洲的农业经验也表明,欧洲农业的连续性多建立在农民多样化的再生
产循环中。 [53 - 54]
2郾 土地、小农和农民运动
21 世纪,农业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土地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这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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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土地再次成为农民斗争淤的理由,土地还被看作生态资本。 [55] 一方面,农业越是以生态资本
为基础,生产成本就越低;另一方面,当“ 在自然中生活冶 进入生产过程时,农业劳作本身就成为商
品的一部分。 在理论层面上,将土地理解为生态资本既有助于避免农业 - 乡村与工业 - 城市领域
之间的“ 平行冶 [56]38 ,也有助于区分农民和农业企业家,同时,在农业生态学理论上阐述的这一重大
变化,是 21 世纪农民重组的主要途径之一。 [57]
而围绕着土地的权利,希普顿( Shipton) 强调了不同社会角色的价值涵义。[58] 此外,人类学家也
记录了新自由主义土地改革的过程是如何导致具有历史根源的冲突、内部分化以及新的惠顾关
系。[59] 回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耕作从依附土地,到把土地作为商品,再到土地成为生态资本
的过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经历了土地中心地位不明显到再次成为中心的局面。 这
其中,农民的定义可以概化为自有小农———农民工人———再小农这样一个历史进程。

四、结束语与启示
本文通过回溯 1926 年以来的农民研究,对人类学农民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大致梳理。 就西方人
类学研究传统而言,早期农民研究延续了英国人类学对于原始与传统的关注;此后,沃尔夫等马克
思主义学者又 部分承 袭了 德国人 类学 的马克 思主 义和唯 物主 义观, 并发展 出美 国农 民 研 究 范
式。[14]14 - 64 在理论建设方面,除了雷德菲尔德和沃尔夫开创的文化和政治经济研究方向,克鲁伯、福
斯特等也丰富和拓展了对农民的理论研究。 在此过程中,农民既是一种概念性的分析工具,同时也
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在实证研究中,不同学科交叉和融合的趋势日盛,人类学采借了不同学科
的观点,体现出今天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农民概念所包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希望通过西方人类学
农民研究的回溯,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农民发展的历程,也为国内农民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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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Peasants in the West
SHI Yanlan摇 CHEN Gang
Abstract摇 Peasant study contains all the variety and complexity nature of anthropolog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concept of peasant is very complex, which needs specific classification and clarification. This article, by
reviewing anthropological concept of peasant in the West and other relevant peasant study, displays three important periods
in the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peasant, i. e. the definition of peasants from vagueness to clearness, from clearness to gradu鄄
al elimin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e鄄downsizing peasant scale at the present time. In general, the peasant study
has been conducted in aspects of cul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the status of peasants has been
blended with broader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various forms, and agriculture is being re鄄organized in the peasants蒺 ways.
Keywords摇 Peasants study; Community; Political economy process; Peasant agri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