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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数码人类学?
丹尼尔·米勒 著摇 姬广绪摇 汪卓明 译
[摘摇 要]摇 数码人类学指数字技术在特定人群中兴起后的结果,也可以指数字技术在人类学研究方法
中的应用,还可以指代对具体数字技术的研究。 数字技术给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它延展了今天
的世界,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空间。 人在和数字共舞时,线下生活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数字的含义。
进而人类学家可以思考“ 人性冶 在今天数字时代的复杂意义。
[ 关键词]摇 数码人类学; 线上; 线下; 文化

摇 摇 数码人类学这个术语可以指数字技术在特定人群中兴起后的结果,也可以指数字技术在人类
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还可以指代对具体数字技术的研究。 无论如何定义“ 数码冶 ,关于“ 数码冶 的
定义总会受到不同的挑战和质疑。 为了在本文中更好地讨论,在此,我们将数码定义为将世界一切
事物约化为数字二元的能力。 当然数码的定义还有其他的选择,有些聚焦于赛博格网络系统的兴
起,有些聚焦于虚拟的孤立网络世界。 笔者将数码定义基于二进制的部分原因是其简约性,这样的
定义同时也强调了其中的引申含义:首先,数字技术使创造完全相同特征的产品变得更加容易,因
此可以轻松复制;其次,数字形式让人们更容易分享。 这两个属性反过来解释说明了新技术和后续
产品的快速持续的扩散现象,其中一些技术产品已经变得无处不在,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世
界各地。 所以几乎每年我们关注的焦点都在不同的事物上———比如互联网、搜索引擎、虚拟社交媒
体、大数据、人工智能、Tinder 交友软件、物联网等等。
文化的形成包含着一个过程,即“ 人类从自己所创造的外部世界的镜子里了解自己是谁冶 的过
程。 正是对这一过程的关切,让一些数码人类学的研究在“ 物质文化冶 ( Material Culture) 研究的基
础之上发展起来。 文化的多样性在物质的爆炸性增长中体现出来的,并发展出了消费文化,而现
在,这种趋势正以数字的形式呈现,并具有了更大的活力和多样性。 重要的是要记住,虽然数字世
界可能经常是在线形式,但它并不必然是非物质的。 “ 比特冶 [1] 、计算机、米姆、平台、数字摄影或数
字货币等等都有物质形式的方面。 这些形式总是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比如,中国的互联网与巴
西互联网由于文化的差异会有不同的形态。 哪些数码形式与伊斯兰教文化相容;或者哪些数码形
式可以用于动员女性主义者开展抗议活动,如#metoo 于 ;又或者有哪些数字技术可以方便将人的行
为“变现冶 为可以利用的数据。 关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将会持续不断。 编码的发展使新的共享形式

[收稿日期] 摇 2019

03 06

[作者简介] 摇 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资深教授,世界著名人类学家,英国皇家科
学院院士。
[译者简介]摇 姬广绪,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邮编:510275;
汪卓明,哈佛大学硕士研究生。
淤摇 本文是译者特邀作者为此次“ 网络人类学冶 专题撰写的,王心远博士对文章的翻译进行了仔细校对,一并致谢。
于摇 译者注,#Metoo( “ 我也是冶 ) 是社交媒体推特上的一个热门标签,代表了一场由美国开始并波及全球的,女性反
对性骚扰的运动。

第 4 期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丹尼尔·米勒等: 什么是数码人类学?

· 87·

成为可能,这不仅仅是产品的共享,而且还是同开放源代码展开的协同编码过程的共享。 上述的共
享都可能成为新的政治理想的典范 [2] 。 但反过来,数字工具又带来了以前难以想象的新形式的监
视和控制。

一、数字创造的世界
本节关注的重点是数字技术发展造就了现在的世界,下一节则关注研究普通人对数字技术使
用及其影响。 在数码人类学领域,还有一个虚拟民族志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人类学家研究网络
世界及其经历,并将其作为传统常规田野的附加。 这种方法论的一个重要范例就是 Boellstorff 关于
“第二人生冶 的民族志,这项研究调查保留了传统民族志的许多特征,而且适用于研究完全在线的
世界 [3] 。 在对常见的大型游戏社区的研究中还可以找到虚拟民族志的许多例子,诸如对“ 魔兽世
界冶的研究 [4] 。 数字技术促进了各种各样新群体的产生,这些群体最初可能对于大众显得相当陌
生。 因此,人类学家的一个任务就是与这些人群进行有感情的接触,进而帮助我们从他们的角度理
解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这种工作的先驱是考勒曼 [5 - 6] ,他最初参与到黑客组
织中进行观察,后来又和例如匿名者( Anonymous) 淤等组织合作进行研究。 这样组织都因为新技术
的赋权,而占有了特殊的政治优势或其他领域的独门优势。 相似地,博瑞尔 [7] 与西非的诈骗分子
一起工作,她能够平衡地关注那些被骗子们欺骗的无辜的人,以及那些诈骗分子自身所遭受的排斥
和贫穷,并帮助我们从他们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
如果说,诸如黑客和数字设计这样的话题,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些与新的数字世界密切关联的群
体所表现出的能动性增强,另一些案例则展现出了数字化发展趋势的另一面,那就是人的能动性被
日益强大的机器和新自由主义资本意愿所压抑。
其中一个例子是劳动力市场背后的基础设施建设。 关于“ 数字技术如何延伸跨国劳动力冶 的
早期辩论是关于“ 职业打金冶( goldfarming) 的影响,中国人在高强度的电脑游戏中获得游戏中的虚
拟财富,然后把这些财富转卖给其他国家的不太勤奋的游戏玩家。 在所谓的“ 零工经济冶 中,其中
例如手机软件等数字技术已经模糊了公司与员工的界限和责任。
Gershon 研究了 LinkedIn 的内在隐喻,在这个网站上,人们为了获得工作,需要展现出特定的面
貌发布特定的内容 [8] 。 数字技术也改变了工作实践的时间和空间。 例如,在印度南部钦奈附近的
一个 IT 基地一天中有三个工作高峰时段,因为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分别需要为来自亚洲,欧洲和
北美的三个市场服务。
还有“ 数字游民冶 (digitalnomads) 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展他们的有偿工作。 数字技术已经导
致许多传统业务和工作方式的崩溃。 与此同时,消费者体验到以前无法商品化的生活领域开始变
得商品化,例如照护以及关爱,同样人们( 同时地) 越来越期望一些需要获得服务的场域去商业化,
例如免费获取信息,当然这会削弱报纸和其他新闻公司的利益。
所有这些都需要人类学家仔细观察和分析。 人类可能实际成为了数字机器的扩展,人类学家
舒尔的研究 [9] 对这一点的观察提供了最好例子。 舒尔的研究详细解释了拉斯维加斯的老虎机如
何通过技术革新日益完善,而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人们沉迷于赌博。
舒尔的著作是过往研究谱系中的一端,他关注游戏本身和游戏过程。 与舒尔刚好相反,马拉比
淤

匿名者黑客组织是全球最大的黑客组织,也是全球最大的政治性黑客组织。 其主要分布于美国,其次为欧洲各
国,非洲、南美、亚洲等地都有其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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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10] 更加关注偶然性与自由幻想可能在游戏平台———例如林登实验室制作的游戏“ 第二人
生冶———构建过程中的作用,或者是在游戏社区的社会性中所体现的作用。 这些游戏中,很大部分
都是早期科幻小说或漫画等流行文化的延伸,而且同时被用来创造具有想象力的、高度创造性的世
界。 其他学者则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平台上的新型数字劳工身上,例如,朗格的论文 [11] 关注年轻
人如何在 YouTube 上制作视频素材。 网络共享的速度和规模是人们关注的另一焦点,例如堪萨斯
大学教授韦施( Wesch) 的《 Youtube 视频网站的人类学解读》 视频演讲,还有最近科茨提出的“ 人类
学家如何理解米姆( memes) 的病毒式传播冶 这类的问题 [12] 。
同时,另一种已经被数码技术所改变的技术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这就是货币。 因为货币几乎渗
透到文化形态的各个领域,它的影响力十分巨大。 我们可以关注到,金融资本主义在科技发展的引
导下,在变得更加规模化和抽象化的过程中创造了“ 大爆炸冶 ,导致资本市场更大的波动,进而导致
2008 年的市场崩溃。 此种由技术所直接导致的巨变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以纯数字机制为代表的
货币以更新颖的抽象形式出现,比如可以产生比特币等新货币的区块链。
另外一个由货币的数码化带来的结果是,如 M鄄Pesa 等基于移动电话的货币系统解放了那些在
肯尼亚或其他地区被预先排除在银行业务和小额贷款之外的民众。 相关的一个研究典范是,人类
学家莫勒 [13] 试图通盘考虑新货币形式和支付行为及它们通常矛盾的结果。
上述的新型劳动力和货币的例子说明了数码人类学家不仅仅应该关注明显的体现出数字化的
文化转型,还应该关注我们生活中基础设施的一般性变化。 比如开放源代码( Open Source) 的视角
是否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模型?[14] 数字形式是否挑战和扩大了博物馆,艺术画廊与物体之间的传
统关系 [15] ,以及如何实现诸如无人驾驶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数字设计的新功能或 3D 制造。
虽然本部分始于思考诸如黑客或 YouTube 使用者等完全以新数字平台的存在为前提的人群,
但一系列更广泛的变革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其他很多没有在这里讨论的案例,诸如对基于位置
或设计的影响的讨论,可以参见霍斯特和米勒的教科书《 数码人类学》 淤。

二、日常数码生活
在前面的论述中,数码人类学一直被认为是关注新数字技术影响下的现象和人群的学科。 然
而,数码人类学的另一个明确的学科使命,则是去观察和解释所有上述的技术发展对全世界普通人
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这将我们带回到人类学的核心议题,即在传统的整体观的民族志研究
视角下,我们试图了解人们与他们生活中所有事物的关系。 没有人只在网上生活,所以为了理解他
们对数字技术的参与,我们需要继续关注非数字生活这一更加宽泛的情境。 由于这些是关于人的
一般民族志,因此重点还是将放在那些已在大众生活中变得无处不在的数字文化形式上,如社交媒
体和智能手机。
人类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重新审视关于数字技术影响一贯以来的主张,这些主张来自诸如心
理学和互联网研究等更普适学科。 这些学科的模型是自然科学,所以他们可能会在近似人群上做
实验,比如美国大学生,然后将结果推及到每个人。 于是,我们被告知新的数字媒体会影响我们的
注意力甚至我们的大脑,抑或让年轻人对什么是真正的朋友感到困惑。 而相比之下,人类学家致力
于对现代世界的包容性理解,认识到我们需要平等地看待非洲、东亚、南亚以及拉丁美洲民众,并对
淤

Horst, H. and Miller, D. Digital Anthropology. London: Bloomsbur,2012。 本书中文版业已出版,参见丹尼尔·米
勒,希瑟·A. 霍斯特. 数码人类学. 王心远,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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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基于合理比较的研究保持警醒态度。
例如,数字通信技术会对不精通传播技术的人群产生影响吗? 一个例子是迁移到世界各地照
顾儿童和老人的菲律宾妇女。 这可能包括关于菲律宾境内的人口如何使用如 Friendster 等媒介的
问题,以及他们最近如何使用 Facebook 与出国的人保持联系,更进一步地当今全球范围的菲佣如
何使用新媒体来保持菲律宾人的社会认同感———能够通过创建更加完整的在线空间来减缓物理意
义上的空间分离 [16] 。 在这些移民中,有许多母亲将自己的子女留在菲律宾,随着互联网取代了信
件的写作,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沟通方式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原有的需要花费几周时间才能做出反
应的沟通方式转变为更加持续的日常互动。 这是否意味着移民中的这些母亲现在可以感觉到她们
再次变成了合格的母亲,跨国的“ 数码母职冶( digitalmotherhood) 时代又意味着什么呢?[17]
这项关于菲律宾母亲的研究所引发的一个更普遍的观点被概念化为“ 复媒体冶 ( polymedia) 。
这个术语认为,以前人们主要依据成本和可获得性选择媒体,例如,菲律宾是由于短信免费接发而
最早频繁使用短信的地区之一。 相比之下,如今很多人购买了手机套餐或网络套餐,所以不需要在
选择沟通方式时考虑成本问题,其结果就是媒体更进一步融入社会和道德关注的层面。 一个人通
过 WhatsApp 而不是电话与男友分手,是会被道德论断的 [18] 。
不同于笼统地一概而论,人类学家可以阐释一些地区的新现象,诸如社交媒体在该地的影响力
为何极为有限。 例如,意大利南部有一个盛行的公共空间,人们常在镇上的广场见面 [19] ,这就意味
着当地人不太需要使用到社交媒体进行交往。 但另一个极端是王心远博士在中国一个工业区调查
了 15 个月的特别发现 [20] 。 在那里的工厂工人是全中国 2郾 5 亿从农业地区迁移到工业地区的农民
工的缩影,社交媒体在他们的生活中大放异彩。 与预想的不同,他们使用社交媒体并不是为了重新
联络乡亲,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迁移进入到现代中国城市的更加有效的手段,而并不仅仅是迁移到工
厂。 他们在生活中除了吃饭、工作、睡觉及工友间偶尔的互动之外,就是在闲时使用 QQ、微信等社
交媒体,这一过程培养了他们融入现代中国及其消费文化的感觉。 王心远的研究属于“ 全球社交
媒体影响研究冶 课题 [21] 。 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了中国内部极大的多样性,因为课题中的另
一个博士汤浩然在中国华北农村的研究关注的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主题:考察陌生人如何通过社
交媒体融入华北农村当地群体的社会关系网 [22] 。
数码科技的研究倾向于关注更空前或更壮阔的影响,但是,在以菲律宾侨民的寓居研究中,人
类学家也同样会关注那些被认为是数码科技领域更保守的推论———线上的网络将曾经被全球化支
离破碎的家庭重新聚合了起来。 类似地,科斯塔也展示了在东土耳其数十年冲突的大环境下,库尔
德人如何重构他们已经涣散的传统世系组织 [23] 。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我们发现线下所发生的改变
是理解线上活动的最好方式。
关注规范性是人类学的另一个优势,人们借规范性来评价彼此的行为是否恰当。 研究规范的
人类学家考察人们给彼此不断施加的道德压力,例如,部分地区的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对政治避而不
谈,因为这会引发分歧,而且,周围的人也会向其施加影响,让人们相信这就是政治事实,没什么可
谈的。 数码人类学的核心问题在于,就使用 Snapchat、Line 等新平台或手机卡充值业务而言,这个
领域几个月或几周内就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规范。 因此,数码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观察
并解释新规范性原则的快速表现形式,例如在刚果或莫桑比克,手机可以用来确认哪些话可以在通
话中说,哪些不可说 [24 - 25] 。 历史上,人类学家曾猜想,规范背后的主要力量在于传统的深度,许多
地方的人们称之为习俗。 因此,数码人类学与这些旧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引出了关于其暗含人
类学和人文学科演进方向的最终篇章,下文着重陈述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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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化中的人性
前两节的表述形成了一个对比:其中一节涉及由数码创造的较新的世界,另一节则讨论了来自
没有特别被数码所影响的人们的更一般性的后果。 例如,当今数码人类学的主要发展兴趣在于大
量数据聚合的当下及潜在的影响,以及这些数据在构建算法中的应用,更普遍来说,还涉及大规模
人工智能的投资 [26] 。 作为全球基础设施的新组成部分,从 Ruckenstein 和 Sch俟ll 对健康的数据化
研究[27] 中,可以找到人类学回应这些大数据收集和使用现象的一个例子。 此例强调的重点几乎完
全是负面的,它认为数据至少类似传统的资本的角色———为更具针对性的商品化和权力的新形式
创造条件。 数据化为监督和控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力。 它不仅可以预测、塑造和调整人类行为,
还带来了一种去人性化的感觉———人们更多地视自己为可视化数据,而非简单的人类个体。 此外,
这些科技更强化了本身就具有差异性的社会参数,如性别和其他不平等因素。 和前面数码构建世
界的例子一样,其重点在关注那些被新的技术可能性所塑造的人群,例如其中有些人会非常认同并
积极参与“ 量化自我冶 运动,同时参与不同形式的自我追踪活动。 而另一些人则试图抵制此类科
技,并将此视为一种反抗的象征。
相比之下,民族志更加关注那些既不特别信奉也不特别拒绝数码科技的普通人群,他们只是快
速地接受它,并将视其为日常生活的规范。 大多数人通过使用手机中的应用程序来和最新的数码
科技发生关联。 对于他们而言,人工智能和算法这些专业的新科技被转化为日常生活中实用的功
能,比如外语即时翻译、驾驶时更有效的全球定位系统或精确的语音输入。 迄今为止,非但没有去
人性化,人们似乎发现手机与他们各自特有的性格愈发相得益彰,如果他们偶尔把这数码伴侣落在
家里则会怅然若失。 同时比起公司的监视,他们更在意来自家庭的监管淤。 关于健康问题,他们更
可能是乐于拥抱身体数据化进程的,通过身体内部的数据可以有效进行早期预诊,而在以前,这些
信息只有在身体抱恙时才会被知晓。 他们很乐于关注那些可以计步、预测经期的应用程序,并用其
制定更健康或更有计划的生活方式。 和其他智能手机上的应用一样,人们轻松安装使用这些健康
应用,也并不被认为这是生活中大不了的抉择。
鉴于上述的讨论,数码人类学该何去何从? 现代整体观的数码人类学超出了传统民族志的界
限。 一方面,数码人类学可以关注,比如大多数人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较为良性后果的直接经验。
另一方面,数码人类学家也关注更广泛的国家和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远离日常经
验,而且可能潜在地造成更多的恶性后果。 因此,第一个结论是,我们既需要这两种研究,也需要这
两个方面的论争:既关注会产生压迫的巨大势力,又怀抱亲切与同情,平等地关注普通大众,尊重普
通人的观点和生活经验,视之为本真事实。 第二个结论是,人类学的贡献是基于长期的学术研究,
其中可能包括研究围绕这些问题的道德讨论,这是为了理解并解释它们,而非简单地主张人类学家
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 第三,人类学应该是包容矛盾的学科,并且承认:几乎在任何情况下,新的数
字技术,正如硬币的两面,都会同时带来良性与恶性的影响。
甚至在数字技术兴起之前,人类学家如哈拉维(Haraway) 和斯特拉森( Strathern) 等人就提出了
关于人性的深刻问题,如新的生殖技术如何影响“ 何以为人冶 的问题。 正如上文提到的,人们主要
关心的是新的数字技术如“ 人工冶 智能潜在的非人化效应。 例如,科幻机器人代表的拟人现在已经
诞生了。 在日本,老年人的比例很高,机器人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那就是机器人能够
淤

一些孩子认为他们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恶化了,因为频繁的交流变成了一种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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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冶 和照顾老年人,并有可能替代刚刚提到的菲佣 [28] 。 智能手机则被称为数字伴侣,它看起来
不像机器人,但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个性化前景。 考虑到所有这些发展情况,当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似乎已经超越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人类,人类学家在未来的研究中,是否要像其他人一样采用“ 后
人类冶 或“ 跨人类冶 这样的术语?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思路看这个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我们对“ 人性冶 这个词本身的理解。 对人
性的定义是否会过于保守了? 因为“人性冶 通常指的是人类迄今为止的状态,但并非人类未来最终
可能呈现的状态 [29] 。 最后一点要说的是,数码人类学可能不仅仅是对数字技术的研究,及它们的
使用对人群的影响。 在当代发展的速度之下,人类学现在所关注的议题与最初对习俗和传统的兴
趣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与此同时,无论新旧议题都在表达着人类学的核心关注,如规范的问题。 此
外,人类学长期民族志研究的意义开始凸显,其作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在评估新数字世界所固有的
复杂性和矛盾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利用数码人类学参与关于人类学发展走向和人性未
来发展的辩论似乎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
数码人类学是一个相当广泛的领域,不过我本人的工作,显然更致力于更普遍地探究人们对技术
的使用,以及技术所带来的后果。 在本文中提及的多个案例,如科斯塔( Costa)、汤浩然( McDonald
Tom)和王心远的研究,均来自由本人主持的、名为“我们为何发帖冶 (Why We Post) 的“全球社交媒体
影响比较研究冶项目。 该项目由九位研究者组成,在全球九个地区展开社交媒体使用的人类学研究。
现已出版 11 本著作。 此项目于 2017 年结束,2018 年我们又启动了为期五年,名为“智能手机和智能
老龄化人类学研究冶(ASSA)的新项目。 新项目成员中,本人(田野调查点在爱尔兰) 和王心远(田野
调查点在中国上海)都曾是“我们为何发帖冶项目的研究成员,其余的研究员则是新招募的。 大体上,
这是一支新的团队,我们分别在巴西、喀麦隆、智利、中国、东耶路撒冷、意大利、日本和乌干达进行田
野调查,同时在爱尔兰有两个项目。 新项目旨在通过两个维度扩展之前社交媒体项目的研究。 一方
面是研究成果的应用性,项目希望最终能为智能手机健康应用程序的开发人员提供参考意见,帮助他
们开发对中老龄化人口更友好也更可持续的应用。 另一方面则是对人的哲学关切。 关于老龄化人口
数码科技使用的研究,指向的是对人生意义与“何以为人冶的终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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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Digital Anthropology?
Daniel Miller
Abstract摇 The term digital anthropology can be used to refer to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par鄄
ticular populations, the use of these technologies within anthropological methodology, or the study of specific digital tech鄄
nologie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ught tremendous changes to people蒺s lives. It has extended the world today and created
a whole new space. When people dance with digitals, changes in offline life can better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digital.
Furthermore, anthropologists can think about the complex meaning of “humanity冶 in today蒺s digital age.
Keywords摇 Digital anthropology; Online; Offline; Cul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