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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人类学:新时代人类学发展的新路径
姬广绪
[ 摘摇 要] 摇 进入 21 世纪,互联网开始全面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学开始关注互联网的研究,产生
了新的研究领域———互联网人类学。 文章讨论了互联网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包括各类新技术、新媒体等
在人类学中的应用,互联网人类学的学术视野,以及互联网对传统人类学研究话题的提升,互联网人类
学与当代世界的发展等。 人类学研究的互联网化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将互联网人类学
同中国研究相结合,是构建人类学的中国互联网研究的新路径。
[ 关键词] 摇 互联网人类学; 互联网; 应用

摇 摇 21 世纪,互联网开始全面接管并组织我们的生活。 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互联的,我们的工作需要
互联网提高效率,甚至我们所有的行为和思考方式都已经和互联网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学术研究中,
把互联网作为一个呈现中国社会当下发展的路径或者说视角来进行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视野,同时
也是一个可行的、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本文通过聚焦于互联网人类学的诸多话题,反思人类学与互联
网时代的密切关联。 具体而言,人类学应该怎样利用互联网的连通性走出以往的学术刻板印象,开始
在新的技术领域直面更加前沿的问题? 本文的论述,力图涵盖近年来世界人类学在互联网领域的最
新发展动态,力图从互联网人类学与人际交往革命、互联网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议题、互联网人类学与
传统议题、互联网人类学与当代中国问题等方面叙述和分析当代人类学研究的新意识和新趋向。 可
以说,将人类学的研究与互联网领域相结合将成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并且这种趋势已经初
见端倪。 将互联网人类学的学术研究与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相结合,不仅仅是建构人类学中国研
究的新路径,同时也是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积累“文化自信冶的重要体现。

一、互联网人类学与人际交往革命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的重要阵地。 人作
为一种社会性生物,交往和交流是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行为,也是最核的心部分,在英语中,交往
(communication) 与普通( common) 和社区( community) 共享同一个词根,指的是一个地域性群体或
网络群体通过互动交换物品和信息的能力。 交往通常体现为以货币为媒介的物品流通或以语言为
中介的意义符号的交流。
人类交往的内容是信息,信息被看作是从发出者的角度最大程度地减少接受者的不确定性的
信号及其集合。 交往始于话语的交流,以往的交流通常要求双方能够在场并互相倾听。 当然在话
语的交流中非语词的信息也会伴随其中,例如,身势语、音调、气场等,这些都会帮助交流主体更好
地理解对方的语言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说社交是真实在场的,虽然交往中的语言可能是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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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然而交流却是面对面的,基于空间的具体地点的。 书写的出现让交往同具体的人和地点的
分离成为可能,交流不再限于当下以及物理空间的同时在场。 在书写出现的早期,书写的符号并没
有被统一成为可供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习得的标准,因此书写中的符号依旧是相当具有特殊性,当时
的文本还不能够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并且文本的可传递性也是局限在某个小群体中。 西方字母系
统的出现是人类交往史上一个重大突破,它带来了书写符号一般化的进程,一个语音开始对应到一
个具体的具有明确含义的字母,因此书写被广泛并可信赖地在不同的族群中采纳成为交往的手段
并固定下来。 书写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交往的成本,同时也扩大了人际交往的半径,一定程度上摆
脱了交往对于物理空间的要求。
在字母系统出现之前,书写这样的交往方式被看作是权利的象征只在官僚和王室中被使用。
国王通过书写的方式下达指令,并使其隐身,因此当时书写文字被看作是一种近乎神符般的象征,
书面文字意味着严厉执行并且不容质疑的权威。 印刷术的出现及印刷媒介的普及使得书写及阅读
不再是高阶层社会群体的特权,并且剔除了书写中所包含的权力象征,可阅读的书籍真正成为了一
般交往的重要媒介,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人们获取交往的重要手段。
从电报、电话以及手机作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交往到今天的以互联网为重要媒介的交往,同上述
提到的交往一个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蕴含于其中的交往符号开始变得越发虚拟,同时交往的空间也
发生了巨大的变异。 人际交往开始采用一种脱离实际的人和地点的比特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以
光速在人群中传播。 数字化交往过程是今天人类交往发展的核心部分,它使人们在信息交往中获
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 连接性、匿名性和去中心性,这些互联网的鲜明特征开始日益嵌入到人们的
交往生活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交方式和信息交流。
通过以上对人类交往历史脉络的梳理不难发现,互联网同之前提到的书写、字母系统等一样首
先是技术产品,一种以数码作为基本构成的人工制成品。 从互联网诞生之初一直发展到今天,在交
往的文化意义上它可以被理解为人类将交往和沟通化约为抽象二元数字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不
断地被提升。 互联网与之前的交往技术一样,代表着人类抽象能力的阶段性发展,同时代表了人类
交往的新阶段。 同样,和货币这种以十进制为基准的人类交往的完美系统类似,互联网借助由 0 和
1 组成的二进制码进一步抽象了人们的交往,使得从任何地点到具备相应通讯基础设施的任何地
点的多元化、跨时空交往的信息化时代得以实现。 互联网时代,社会交往开始被图像、文字所抽象,
人们开始关注交往的匿名性、非即时性及信息的可编辑性,海量的信息爆炸性地出现,互联网与交
往中人性的讨论开始随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1] 从人类交往的历史来看,无论是印刷术还是今天
的互联网,都引发了人类社会关于社会交往的普遍进步,同时它们也都是人类改变世界,增强社会
性的企图呈现。
互联网的发展日新月异,其服务于人类交往的目的也是其当下发展的重要目标,然而同所有的
交往技术,例如,书写一样,其发展的初期并不是服务于日常交往的。 在诞生之初的几十年里,互联
网一直是服务于军事目的、学术网络构建以及商业领域的,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 当美国在 1993
年将互联网作为一项公共物品向社会推广时,全世界互联网使用人数是 300 万,五年后人数增长到
了 1 亿。 据国际电信联盟预测,2016 年底全世界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将达到 35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一半。 所有的人类发明的技术没有任何一种能像互联网这样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渗透如此多的人
口,因此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探讨互联网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往媒介对文化及整体社会进程产
生的影响将会是人类学可以同货币、书写系统等经典人类学研究对话的重要领域。 海因在《 虚拟
民族志》 中提到,作为分析的起点,把技术的任何特征仅仅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并简单地认为事情
本来就是那样的,这是毫无助益的。 我们对互联网及其特性是什么的信仰就像阿赞德人对巫术的
信仰、英国人对亲属关系的信仰和美国人对免疫系统的理解或其他民族志的主题一样,是可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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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 [2]217 - 236
对于研究者来说,虽然互联网人类学看上去是一个很年轻的学科,但其并不缺乏根基,相反,它
是根植于传统人类学关于交往的文化研究中的一棵新芽,而人类学关于交往的研究深深扎根于无
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土壤中。 简单来说,互联网人类学就是以思考“ 互联网冶 与
“人冶 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其本意并不在于关注互联网的形式,而在于人借助互联网所发展出的
互联网行为,在于认识和解读互联网时代不同的社会交往人际关系。
互联网本身同其他所有的人造物一样,凝结了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互联网的关系以及互联网中
所展现的人际关系( 人如何使用互联网,同时互联网如何影响人类生活) 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认识
并理解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关系。 互联网所体现的是人类在经历了数千年与自然的斗争之后,我们
的物种所达致的知识和社会组织水平已经容许我们生活在一个根本上是社会性的世界之中———信
息时代。 [3]578 从人际交往的发生论角度,并不是互联网出现改变了我们,而是我们在企图通过互联
网来改变社会交往的呈现方式,而这一种发生学逻辑正是人类对于“ 连通性冶 交往这一需求的基本
渴望。

二、互联网人类学视野下的新议题
互联网人类学的基本立场在于,透过互联网的技术迷雾,人类学如何理解今天的互联网技术对
人类世界的影响? 《 当代人类学》 ( Current Anthropology)2005 年的一期特刊或许可能会给人类学
理解互联网时代技术与人的关系提供一些帮助和思考。 2005 年美国的互联网发展阶段同今日中
国的互联网发展阶段是相对应的,都正值互联网全面渗透入经济、政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发展
期。 该期的主题是“ 时代、社会和新技术进程冶,主要就是探讨人类学家如何看待发生在当代的技
术革新,其中包括互联网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际组织的变迁。 在这期特刊中五篇文章所
展示的研究虽然主题各异,然而却正是当下人类学所面临的问题,即如何用人类学的知识和理论解
释这些看似新奇,但在今天的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这更像是应用人类学要做的事情,应用人类
学的重点不是生产理论,而是用知识切实地帮助别人,能够贴近现实,虽然其存在一些劣势,如时间
的紧迫性、无法做长远判断等。 因此学术界需要从学术的角度解读生活,而互联网研究则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平台,例如,因纽特人对 GPS 系统的使用和理解,中国网民的“ 政治段子冶 中呈现的网络的
复杂性,牙买加低收入阶层透过互联网展现的生存策略等。
( 一) 新技术与文化社会变革
近年来,新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关于新技术的讨论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人类学家也开始
意识到关于技术的人类学研究需要在范式上做出必要的调整,因为当下社会进程中人们所面对的
“技术冶 不再仅仅是一项孤立的技术对某种文化的影响,而是多元的技术先后进入所形成的技术生
态(Technological Ecology) 。 一些学者在这面通过民族志讨论了新技术与文化变革的问题。[4]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两位学者提供了具体的案例与分析。 克劳德·阿泼塔( Claudio Aporta) 和
埃里克·希格斯( Eric Higgs)在《 卫星文化:GPS、因纽特人寻路经验与技术的新阐释》 中指出,人类
学家们长期将空间看作是重要的意义阐释的所在,而且似乎没有什么比空间的概念更好地确立了
人类学中的关于“ 真冶 的概念。 自涂尔干以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亚马逊丛林还是缅甸
高地,关于空间的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现在,似乎被技术中介的地理景观( landscape) 开
始不断地出现并且被人们广泛地实践,人们对于地理空间的认识似乎愈发地将文化、经验、传统的
因素隐藏于后台,而将技术对于空间的理解凸显到前台。 由此问题出发,两位学者在文章中将关注
的重点放在因纽特人如何接纳和理解 GPS 技术上,并将此种技术通过与该群体古老而传统的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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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相比照,试图解释新技术的实践范式。 他们认为,随着 GPS 卫星定位系统的出现并在因纽特
人的狩猎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因纽特人的文化中人地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
变化,技术的中介性使得人与地理空间的联系减弱。 然而两位作者并没有就着技术决定论的视角
讨论技术的接入而导致的传统文化的式微,而是借用了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 Albert Borgman)
的“装置范式冶 ( device paradigm) ,认为技术应该被放置到一个生态学的视角下去理解,将技术看成
是一种社会技术关系系统,而 GPS 对于因纽特人来说就是一种同世界保持联系的特殊方式。 在因
纽特人的文化语境中,以往的寻路经验是一种人地关系紧密的方式,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使其保持
与环境的深度互动。 因纽特人利用风向、潮汐、浮冰的流动方式,甚至暴雪中雪片的方向来辨别方
位,这种技术使得因纽特人得以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而伴随着机动雪橇、雷达、GPS 等现代
技术的广泛传播,因纽特人生活中的技术生态发生了变化,年轻人开始利用各种新的技术寻路、捕
猎,他们与周围环境和世界的联系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中,人与环境的关系、与周围他人之
间的关系变得弱化,而人与机器( device) 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4]
从方法论的角度,以往的研究中有关新技术的阐释多围绕一种决定论的视角展开,而且多是一
种强调限制选择自由及可能性的论调。 例如,在因纽特人使用 GPS 的解释中,技术主义的视角可
能会认为 GPS 的出现和使用势必会削弱千百年来因纽特猎手在实践中所积累和珍视的人地之间
默契。 另外一中技术极端主义会带着乐观的心态赞美人类对于新技术所展示的智慧以及适应额能
力,并从中预期到一个更好的未来。 两种视角都是将技术从其所出现和存在的文化生境中剥离,忽
视某个技术同其他技术之间的关联。 从上述两位作者的研究中能够发现,GPS 技术是与诸多其他
技术要素———如商品贸易、机动雪橇、雷达等共同作用于因纽特人的生活,技术生态中的多元互动
视角弥补了以往的决定论中的单一要素视角,使得技术的情景化使用变得更加可理解,同时这种研
究方法也为以后更多的技术研究提供了相对合理的解释框架。
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空间,无论对于物理学家还是人类学家都是需要仔细检视的。 因此除了上
述提到的关于技术对于文化的变革力以外,人类学家还发现所有的技术,例如 GPS 既不是绝对客
观的,也绝非价值中立,这些技术是被用于国家建设、殖民地开发和管理以及全球化发展之中淤。
因纽特人的 GPS 的普及是与当地的海豹皮被卷入到全球性的商业网络有着巨大而密切的关系的,
由于海豹皮在海外市场的供不应求,因纽特人在中介商人的鼓励下开始采用更加便捷和高效率的
技术捕猎海豹,而 GPS 被广泛应用是与上述的交易及体现出的地方全球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 二) 网络政治和政治参与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治行为开始使用互联网作为媒介,尽管不同的学科,如政治学、人类学、社会
学对此的探讨不尽相同,关于网络政治学的讨论已经蔚然成风。[5] 这一领域不仅关注传统政治学
的互联网化趋势,同时也关注互联网世界中新的政治模式。 这其中“ 互联网政府冶 或“ 数码政府冶 是
研究的焦点,其中包括行政与官僚体系的去中心化转向 [6] 以及欧洲提倡的“ E 化政府冶 这类的经验
性研究 [7] ;利用互联网的“ 连通性冶 讨论由其所带来的民主问题,而这其中的参与式民主以及互联
网对于网民的赋权成为很多学者关注的内容。[8] 网络民主和赋权的反对者则认为互联网的民主潜
力还是需要谨慎地看待,互联网及数码媒体并没有赋权给广大的网民,大众媒体依然还是有相当多
的受众和支持者。[9] 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网络政治学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周永明教授的文章《 栖
身于网络边缘:中国网络空间中的民间政治作家》 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分析了网络空间中丰富的政
治词汇、通过网络民间作家的政治写作理解中国网络空间的复杂性、流动性和丰富性,同时揭示该
淤

Harris, Chad, “ Satellite Imagery and the Discourses of Transparency冶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http: / / co鄄
munication. ucsd. edu / people / chad_alumni.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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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如何通过网络政治写作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及中国政府在改善治理能力中的表现。[10]
周永明教授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空间已经同过去相比有了比较大的扩
展,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体系以及新的信息技术的涌现,中西方之间的信息交
换变得更加便利,因而政府对于互联网的态度和治理成为学界和民间作家普遍关注的话题。 周永
明教授认为,“ 互联网是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场域冶 ,网民在互联网领域政治参与的结果并不是简
单的赋权或者压制,而其与政府所结成的关系也并不是西方媒体经常所说的“ 猫与老鼠冶 以及“ 带
上锁链跳舞冶 。[11] 进一步地,周教授认为在中国的政治空间中,民间网络政治作家是介于被官方认
定的学者以及极端反主流的政治暴徒中间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策略性、流动性地定义自己与政府
的关系及认同来实现政治参与。 有时民间政治作家会利用其“ 非官方冶 的状态来有意识地树立其
新公民的身份认同。 通过他们的政治写作,这些民间政治作家试图重新定义一个属于该群体的新
公民身份,他们独立于党政体制之外,同时他们的表达自由受到宪法保护,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标
榜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福祉。 由此他们凭借着相对游离的身份状态获得了国家一定程度的宽容,
但互联网绝不是法外之地,他们也还是受到国家的监管。 尽管在政治表达上,互联网给了这个群体
拓展的空间,国家也在处理和该群体的关系中提供了相当的宽容和让步。 然而进一步地观察发现,
该群体在政治表达和政治实践中采取了两种似乎矛盾的策略和方式,周永明教授的田野对象 Anti
在作为一名民间政治作家时表现出了崇尚原创、言辞犀利、内容丰富率性、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以及
权威等一系列典型的“ 身份认同冶 ,然而在其成为一名论坛管理者之后,却对论坛中的帖子实行了
严格的管制,甚至多次删除那些充斥着“ 爱国的冶 情节的帖子,并明确要求这些帖子的作者离开自
己的论坛,转到其他的网站去创作。 他说他“ 始终保持板斧雪亮,因为 Re鄄see( 论坛名) 是我的,这
一点无需讨论……我的论坛以后就要按照我的规矩来。冶 这是一种跨界策略,虽然这些民间政治作
家以其民间身份为荣,但在处理自己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时,也还是使用了一种协商策略让自己变
得可以被国家接受。 毕竟做一名民间政治作家需要受到来自多方的压力,首先他们并不被主流和
官方的学者认可,多数时候都是游走在边缘地带,因此他们本身并不占有优势的资源,如报纸、期刊
等。 另外他们缺乏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能够与国家保持联系的通道,因此经常面临着网站被关闭以
及被相关部门传唤的风险。 在如此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他们不得已需要采取这样的妥协和协
商政策来避免自己过度边缘化。[10]
( 三) 日常生活中的互联网
数码科技融入人的日常生活并且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众所周知。 然而对于互联网技
术的讨论往往脱离日常生活的语境,将人与技术相分离。 其实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数码科技的讨论
应当回归到传统的人类学对于家庭生活的关注。 因为技术最终体现为人的价值观念,因此对于互
联网的研究真正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借用经典的人类学研究方法,重视历时的日常生活变化,在家
庭、家族、社区的视域中理解技术,理解人与技术的关系。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伦敦大学学院的丹尼尔·米勒是一位重要的推手,其与人类学家霍斯特
2004 年深入牙买加 Orange Valley 和 Marshfield 两个低收入社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民族志研究,
结合参与式探访、个案研究和问卷调查,评估低收入牙买加人的通讯生态( communication ecolo鄄
gies) ,展现了牙买加人以手机为科技中心( technological center) 的通讯景观( landscape of communi鄄
cation) 。 米勒和霍斯特研究手机如何嵌入牙买加人的现代生活以及人们又如何利用手机扩大关系
网络,他们发现在牙买加,贫穷和不贫穷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是否有社会网络的支持,也就是朋
友或家人的资助。 作者在两个社区共 100 户人家进行了调研,分别有 34% 和 38% 的居民依赖他人
资助,且两个社区的主要经济收入均来自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而非正式或非正式的买卖或雇
佣关系。 手机作为可以记录 400 个联系人的工具,在勾织、维持并扩展个体的社会网络中发挥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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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功能。 作者将这种联络电话称为连结( link鄄up)。 牙买加人通常的通话时间仅为 90 秒,可见电话
之简短和直接。 有时连结电话仅为简单的寒暄,并无实质性内容。 而通过致电方式,显示在对方的
最近来电中,不失为提高自己“ 能见度冶 “ 存在感冶 的好办法。 有时,人们为了学费、房费、孩子的抚
养费、医药费通过电话向他人讨要( Begging),这也往往会得到朋友或家人的积极响应。
当地人的给予介于人类学家讨论的交换和互惠两者之间。 因为当地人不求回报,除去些许互
惠因素,他们始终更珍视给予、创造和激活关系网络。 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将导致社会网络的死
亡。 而静若死水的社会网络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他们眼中的名( name) 和美拉尼西亚库拉圈
中的名望( fame) 实为同物,终至财产的再分布。 [12]
由上述的几个方面的内容可见,人类学的“眼光向下冶 的研究视角以及“ 参与式冶 的观察方法展
示了这个学科将人与技术紧密结合进行研究的能力和潜力。 跳出固着的技术决定论范式,深入理
解日程生活的互联网时间,需要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在历时性的研究中尤其独特的优势,这
一点对于互联网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十分重要,因为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正是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
的语境中理解其媒介使用。

三、互联网人类学与传统议题
互联网人类学不仅仅涉及全新的研究领域,同时还因其已经渗透进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与人类学的许多传统命题,如种族、移民等密切联系在一起。
( 一) 互联网上的种族和种族主义
种族问题一直是人类学关注的传统话题,然而在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种族似乎是被忽视的要
素。 美国学者辛克莱尔说,“ 美国的种族史的书写中似乎技术从来不曾存在过,而且同样地美国的
科技史中好像种族的重要性也完全被抹去。冶 [13]1 其实种族问题一直都是和技术的发展进程相关联
的,例如,艾沃瑞特曾经将计算机系统中的图形用户界面( GUI) 同种族联系起来,发现计算机 DOS
系统中的命令里有主盘( Master Disk) 和从盘(Slave Disk) 的命令符,而这种计算机语言很明显是从
人类语言中转化而来的。[14] 此外,米歇尔·怀特还发现,微软公司的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白色手型
指针被作为一种白种人的符号广泛地用于广告、绘图场景以及网络贺卡中。[15] 2008 年一款基于美
国火狐( Mozilla) 浏览器技术内核的专门针对非裔美国人开发的浏览器 Blackbird 一经面世就在美
国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Blackbird 是一款基于 Mozilla 技术的新浏览器,该浏览器旨在让非洲裔美国
人更容易在网上发现相关内容,并通过浏览器分享故事、新闻、评论和视频,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
其他成员互动。
浏览器中内置一个预先设置的新闻提示插件,会自动从谷歌新闻中获取非裔美国人可能感兴
趣的新闻内容,并提供相关新闻的视频内容,内容来自在线电视网站,如 UptownLive TV、NSNews
TV、DigitalSoul TV 和 ComedyBanks TV。 除此之外,该浏览器还是当时最流行的社交网络,如“ 黑色
搜索冶 “ 黑色书签冶 等的集成,提供更加便捷的网络社交功能。 另外,该浏览器中还内置了一个“ 回
馈冶项目,使用的用户可以利用这个按钮进行网络捐赠,款项将捐赠给一些非营利组织,用于改善
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处境和公共事务。 有评论者认为,种族主题浏览器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
种族作为噱头进行商业性的牟利,并且不利于多元文化的互相理解淤。
在早期的互联网研究中,种族被认为是预测计算机访问和使用的一个重要变量。 美国人口普
淤

http: / / techcrunch. com / 2008 / 12 / 08 / blackbird鄄is鄄a鄄custom鄄browser鄄for鄄african鄄americans鄄built鄄on鄄top鄄of鄄mozilla, 访
问日期:2018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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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局( Census Bureau) 在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 US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的指导下开展的一项初步研究发现,在计算机设备所有权和电话服务获取方面,非
洲裔美国人的比率都低于白人。 这一发现被广泛宣传,并很快被称为“ 数字鸿沟冶 。 “ 数字鸿沟冶 随
即成为与种族有关的互联网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理论被广泛应用。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关于
“数字鸿沟冶 的研究不断演化,作为测量鸿沟的重要指标也从最初的计算机所有权发展到随后的研
究版本中的互联网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 。 研究人员随后发现了“ 二级鸿沟冶 ( Second鄄level Di鄄
vide) ,主要关注技能与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关系。 赛尔温认为,数字鸿沟公式依赖于假定互联网的
访问和使用对每个人都是必要的和有益的,而事实上人们不会使用互联网的原因却在于这样做没
有效益。 [16] 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开始改变了美国社会数字鸿沟的景象,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
“互联网和美国人生活冶 项目,在 2009—2010 年间,非裔美国人是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最庞大用户
群之一。 手机在该群体中的渗透率达到了 87% ,并且有 64% 的非裔群体利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上
网。 由此学者们开始关注种族和种族主义是如何与科技互动,并带来哪些影响。 种族问题与身份
和认同相关联,而这部分内容互联网研究的早期是重要的学术观照,主流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作为
一种第三空间提供了民族的和族群的认同建构和社区形成的场域,[17] 在这样的场域中,人们似乎
可以一定程度上逃离真实社会中的族群和种族偏见及歧视,人们在不同的社区中游走,形成一种类
似“身份游离冶 ( Identity Tourism)的状态,逃避现实中可见的民族身份。
( 二) 互联网与移民
全球化加速了全世界范围内人口的流动,而互联网对于那些与家庭分隔两地的移民来说,起作
用体现得尤为明显。 人类学家极为关注对人口流动得考察,尤其关注全球化视域下劳动力的流动
以及其中凸显的文化问题。 在中国和菲律宾,大量外出务工的人群,尤其是女性如何保持同家乡亲
人及子女的联系,父母如何远距离地行使父母的监护职责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聚焦点。 对于那些
外出务工的女性来说,“ 遥距母职冶 (Remote Mothering) 是她们身处都市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菲律
宾的佣人母亲们利用手机加自己的子女为“ 好友冶 ,利用各种社交网站实现同家乡子女的联结。
Daniel Miller 与 Mirca Madianou 在 2008 年进行的一项关于菲律宾移民母亲与留守孩子的研究表
明,当母亲与子女在社交网站成为好友后,对于留守的子女来说,社交网站就开始从仅仅联结同辈
与同学变成了核心亲属网络也加入其中。 对于子女来说,她们透过这种距离感与亲密性共存的联
结实现和父母之间更平等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 物理空间的分离和便捷的沟通方式提供了很好的
契机促进其与父母关系的转变。 但同时也可能产生更加严密的监控,让子女和父母产生更多的
矛盾。 [18]
当传统的移民研究遭遇互联网,当外出务工的中国妈妈利用免费 WiFi,透过微信视频辅导远
在家乡的子女功课,督促她们的日常生活时,既往的移民研究中认为移民会导致社会关系中沟通的
缺失的观点被挑战。 随着互联网及数码新媒体的广泛应用,这种缺失很大程度上被修复了。 接下
来我们面临的是复杂的问题和矛盾,正如菲律宾的孩子们所烦恼的,手机和互联网带来了比以往更
加全方位和无处不在的监控( Perpetual Surveillance) ,这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本属于孩子的私人空
间和领域借由数码平台和互联网技术被半公开化或公共化。 全球化的结果之一就是家庭生活模式
的变革,一种新的家庭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并日益普遍,互联网技术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相关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有待于人类学家的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四、结束语:互联网人类学与中国问题
从近年来人类学的发展可以窥见,人类学的发展开始面临一个新的研究面向———迈向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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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这折射出了随着全球化及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逐渐深入,个人和群体、社会、国家都已经被卷
入到彼此关联、永久在线的世界之中,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学强烈的应用属性。 当代人类学所面临
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本身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是信息时代、互联网技术加速更新所带来的种
种新问题和新挑战。 因此,在国家和民众都开始意识到中国正在不断地数码化、网络化的前提下,
人类学家也开始思考互联网时代人类学的学科定位和发展前景,反思如何面向更加网络化的社会
世界。
就互联网人类学的核心主题而言,互联网究其本质是一种新的实践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延续
或革新既有的社会文化空间的实践逻辑和准则。 例如,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继续保留以往物理空
间中习得的价值观念和公共精神,在一个新的空间中延续原有文化情境中的文化认同。 同样地,更
加多元化的、游离的身份认同也可能成为今天年轻人新的沟通理性,可以说这些新旧并存的文化样
态为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基础。
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社会和文化转型,诸多的社会问题丛生,而人类学的学科使命也迫
切地需要相应调整。 中国的人类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关注关乎国计民生的公共性问题,例如,
都市化、贫困、流动人口、新移民、公共健康等,公共人类学的研究取向日益明显。[19] 互联网进入中
国 30 年,其已经高度与国家的经济发展联结、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结,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已经不仅
简单地是技术问题,而是日益受到国家、地方政府和民众关注的社会问题,这不仅关乎社会正义,同
时也涉及到人们在和技术高度关联中所体现出的道德恐慌、技术治理与隐私危机,更加值得公众关
注。 中国的互联网人类学研究已经开始摸索着关注互联网社会中的隐私定义及管理、技术治理与
技术向善、线上社会与线下社会的道德边界等更加符合中国国情的研究主题,强调借助文化的力量
解决和维护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正义。
互联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人类学进入互联网研究是一个新的尝试,然而相关研究的探索离不
开所有的研究者创新的学术精神以及包容和开放的治学态度。 上述已经谈到,就知识基础与实践
传统来说,互联网人类学的研究理路是与传统的人类学研究有着承继的关系的,同时互联网人类学
的研究也与今天人类学的不同分支领域有着明显的交叉,例如,都市人类学、发展人类学、医学人类
学、媒介人类学。 这些分支领域的研究都已经开始涉及到互联网作为重要变量的介入,需要互联网
人类学在学理上的支持与合作。 互联网人类学的发展不仅仅提供了一个更加具有前瞻性的学科视
野,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能够整合多方资源,包括学术、行业、政府,促成学科内部、学科之间乃至学界
与商界及政府之间沟通、对话的平台。 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互联网人类学将做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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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Anthropology:A New Path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thropology in the New Era
JI Guangxu
Abstract摇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Internet began to fully penetrate into people蒺s daily lives. Anthropology began to pay at鄄
tention to Internet research and produced a new field of research 鄄 Internet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ed
researches of Internet anthropology, including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new technologies and new media in anthropology,
the academic vision of Internet anthropology,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topic of traditional anthropology influenced by the In鄄
terne and so on. The Internetiz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鄄
thropology in China. Combining Internet with anthropology research is a new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thropology on in鄄
ternet in China.
Keywords摇 Internet anthropology; Internet; App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