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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文化实践冶 的网络民族志
———研究者的视角与阐释
孙信茹摇 王东林
[ 摘摇 要] 摇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让人类学家的“ 田野冶不再局限于固有“ 方位冶 和实体空间,而逐步拓
展至网络虚拟空间。 在网络空间中,研究者不仅是网络文化的“ 亲历者冶 和“ 参与者冶 ,更是对社区和研
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的“ 创造者冶 。 作者以自己的田野经验和个案研究为例,将网络民族志视作研究者
与研究对象共同进行的“ 文化实践冶 活动。 这样的研究视角和以往网络民族志相关研究较为不同。 同
时,研究双方于网络空间中的“ 共在冶 ,使得研究者在研究方法、参与度及个人情感投注等方面都发生变
化。 由此,作者提出,在网络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作为观察者和文化创造者的双重身份得到凸显。 此
外,网络民族志中的田野更具“ 流动性冶 ,民族志文本的写作也将面临新的挑战。 通过该研究,作者认为,
从研究者的视角深入剖解和讨论,不仅在于了解网络对研究过程所带来的影响,还在于把握研究者如何
面对网络世界,如何阐述自己。 而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样的研究思路也可以帮助我们重思网络空
间赋予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 关键词]摇 网络民族志; 研究者; 文化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 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研究参与者而言,如果我们抗拒研究领域的完整性和投入感,
试图在渴望‘ 属于爷 的同时又保持理性距离,这样做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矛盾而又混乱的社会匿名
身份。冶 [1]2 休谟和穆拉克在自己的研究反思中认为,民族志学者在参与和观察社会活动时,意图“ 将
自己同时定位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做法冶 [1]2 非但不会缓解那种因“ 告别自己文化场景、暂时浸入另
一种存在方式冶 [1]6 带来的文化不适,反而会让研究者产生“ 社会性分裂冶 [1]2 。 事实上,两人的这种
反思并不只是他们个人性的,民族志研究者从未放弃对自身行为实践的追问。 譬如这些反思涉及
到观察者与研究对象、自我与他者、主观和客观等多方面的讨论。 休谟与穆拉克的忧思正是从作为
民族志研究者身份的焦虑和自我界定角度来展开的。
自人类学“ 把民族志发展到‘ 科学爷 的水平冶 [2]1 后,民族志学者对自身的反思就没有停止过。
马林诺夫斯基尽可能地对所观察的人和事进行客观记录和科学描述,但最终却在自己的一本私人
日志中忍不住“ 暴露冶 出了作为研究者另一种“ 真实冶 情感的呈现 淤 ;拉比诺看到调查中的自己“ 并
非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行动冶 。[3]12 这些讨论集中指向了学术研究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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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尤其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本人所扮演的复杂角色。 如果说,传统或现实民族志尚且使得研
究者本身的角色定位充满了多义和复杂性,那么,今天,无论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我们面对的一个
基本存在情境就是网络时代的崛起。 当作为技术力量的互联网不断塑造我们的身体、空间和身份,
甚至将每一种“ 技术变迁的元素都展现在我们的公共空间、工作场所、家庭、关系及身体中冶 [4]28 时,
我们意识到,对于民族志研究得以展开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已然发生转变。 由此,对于研究者在
这种变化中介入、参与和研究的方式,对于研究者自我身份的重新界定,都可能发生新的变化。 尤
其是,面对互联网的新情境,研究者本人也常常成为网络文化积极“ 实践者冶 之一,在互联网中进行
研究时,也常不自觉“ 身在其中冶 或被“卷入冶 当中展开文化实践。 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者要在自我
与他者之间作出理性的区分会变得愈加困难 [1]13 。 因为,研究者一旦真正进入网络这个田野,就可
能会体会到,自己也必将成为其中一员:既是作为社群的一个观察者,又可能是这个社群共同文化
的创造者之一。
因此,面对互联网的兴起与普及,现实民族志中对研究者身兼观察与行动两种角色的反思并未
停止,反而使得人们面临新的境遇和新的问题。 尤其是面对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田野时,研究者如
何去正视自身在这种新的互联网环境中身份和作用的转变? 以怎样新的视角和具体方式介入这个
新的田野? 这些问题,尤其值得追问。 如前所述,网络民族志中的研究者本身成为网络空间和网络
文化中重要的“ 实践者冶 与“ 创造者冶 之一,因此,网络民族志可以被视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共同进
行的“ 文化实践冶 活动。

二、网络时代民族志的新境遇和新问题
( 一) “ 田野冶转向: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
格尔茨有一个著名的表述:“ 在那里有一种他者的文化,而你的工作就是回来后告诉我们那是
什么样的冶 淤。 无论是“ 在那里冶 ( being there) 进行较长时间的资料搜集,还是“ 回到这里冶 ( being
here)撰写民族志文本,人类学家不断地穿梭于田野和自己的生活地之间。 不难看出,“ 田野冶 作为
民族志研究者的工作地点,从一开始就与特定的实体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 从特洛布里恩群岛到
努尔人的生活社区 [5 - 6] ,从北京“浙江村冶 到香港“ 重庆大厦冶 [7 - 8] ,“ 田野冶 无不指向了单一或多个
具体的地理方位和物理空间。
从这样的角度不难看出,民族志研究自出现之初便已凸显了某种地域性的关联:研究者需要
“从具体地方入手,由外而内,进入‘ 社会事实爷 的内里,并将之与外部环境( 自然与历史地理环境)
相联系冶 。 [9] 然而,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崛起,诸如工作、购物、娱乐、保健、教育、公共服务、政府
事务等人们日常生活功能的运作,逐渐与空间临近性失去关联。 [10]485 “ 非实体化冶 的互联网日渐成
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情境。 卡斯特做过深入分析,认为人们所有的文化表现,无论是从最坏
到最好的,还是从最精英到最流行的事物,都汇聚在一起并被连接在这“ 非历史性超文本的数码式
宇宙里冶 。 [10]461 - 462 进而言之,日常生活中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兴起,为社会基本要素的排列和重组带
来了质变,借用威廉斯的话,“ 这些改变在本质上带来的既有大众化的普遍体验,也有个体性的独
特感受冶 。 [11]42 因此,以往被普通人认为是高深学问的地理空间的研究与实践在今天早已成为日常
生活中频繁发生的数码实践。[12]110 而研究者本人也不可避免地被“ 卷入冶 其中,成为众多进行“ 数码
实践冶 的普通人的一员,从这个角度看,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平台或手段,还是研究者进行观察、
开展研究的基本空间和情境。
实际上,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研究者们就开始运用互联网对庞杂多样的虚拟空间进行民族志
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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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例如,Correll 对名为“ 女同咖啡吧冶 网络论坛的研究 [13]270 - 298 ;Lysoff 对一个线上音乐社区的
讨论 [14] ;Valck 将目光聚焦在一个关于食物的线上社区“ SmulWeb冶。 [4]40 国内的相关研究如杨国斌
对 BBS 论坛的观察,2000 年 5 月至 6 月间,他每天在互联网上用约 6 个小时的时间观察相关 BBS
论坛,关注网络抗争的发展。 过去的十余年里,杨国斌运用网络民族志方法研究与中国网络行动相
关的问题,其田野点包括但不限于大型网络社区———天涯、搜狐、网易、新浪和强国论坛等 [15]22 ;刘
华芹运用社区研究的社会互动理论对天涯虚拟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功能进行研究。[16]1 - 17 这些研究
成果表明,网络虚拟空间如今已经成为与线下实体空间同等重要的田野地点,而对于网络民族志学
者来说,这种线上的田野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说,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日益发展的当下,人类学家的
田野不仅仅局限于具有固定地理方位和物理疆域的实体空间,而逐步“ 拓展至网络虚拟空间冶 淤。
这个线上空间正是研究者展开网络民族志研究的起点和基础。[17]
( 二) 研究者角色转变:“ 深度冶参与
研究者本人在网络空间进行科学研究和行为实践之前,理应探寻和把握这个空间的特征。 作
为研究情境的线上空间尽管符合线下社区的许多基本原则 [4]32 ,但它仍然具有独特的性质,正如威
尔曼所说,“ 虚拟社群并非其他生活形式的模仿,而拥有自身的动态———互联网就是互联网。 互联
网超越了距离,成本低廉,通常不具有同时性,它们结合了大众媒介的快速传播,以及个人沟通的广
泛特性,并且容许在局部性的社群里拥有多重身份。冶 [10]446 互联网的“ 自身动态冶 创造了“ 特别的互
动方式冶 [4]32 和空间运行规则。 首先,它全方位地打破了时空,让互动无时不刻地发生。 人们借助
互联网,“ 在不同空间中实现转换,同时与不同个体体验的连接成为可能冶,在这个前提下,研究者
和对象之间情感、经验的及时共享和分享得以实现,从而使“ 新的社会交往及社会关系正逐步被型
构出来冶 。 [17]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这一特性,让研究者成为被研究群体之一员的
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他们与研究对象共享着相同的集体情感和经验,甚至参与到形塑网络空间以及
建构新型文化的行列之中,成为对网络社区卓有“ 贡献冶 的创造者。 从这个角度讲,研究者在某个
社群中可能会呈现出多重和复杂的身份。
当然,现实民族志研究中也从来都不缺少“ 参与者冶 的身影,马林诺夫斯基小心翼翼地在土著
村落中搭起帐篷,与当地居民亲密接触,在参与其生活的基础上进行观察 [18] ;普理查德在二战初期
加入苏丹辅助防卫队,作为观察者与行动者,他不仅描绘眼前的部落社会,还要组织和参与当地人
的武装战斗。 [19]70 - 102 但需注意的是,在现实民族志研究中,研究者看似深深地卷入了他们的生活,
实则“ 游离在他们的社会之外冶 [20]12 ,而研究者和对象这种既“ 卷入冶 又“ 游离冶 的关系表明,研究者
很难脱离自己学术共同体之内的角色。 而研究者在网络民族志中的“ 参与冶 和“ 创造冶 ,以及与研究
对象成为“ 共同体冶 的可能显然与现实民族志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实民族志中研究者的参与重在
“理解冶 ,即了解目标群体的生活方式,厘清田野中盘根交错的文化脉络,设法使眼前的社会清晰可
见———甚至“ 像一棵分枝的树或者牛棚冶 [19]31 那样清楚;网络民族志则强调在研究者、对象双方互
动基础上创造新的意义空间,可以说,研究者既是研究对象的“ 文化阐释者冶 ,同时,很有可能又是
网络中特定文化的共同“ 创造者冶 。 从这个角度讲,与现实民族志中的参与度相比,网络民族志的
研究者对研究过程和对象的“ 卷入冶 程度较可能较为深入 [17] ,我们称之为“ 深度参与冶 。
( 三) 研究方法转向:线上和线下
研究者的角色定位和身份意识,决定了研究者将如何与被研究对象展开交往、互动,以何种方
式来获得相关调查资料。[17] “ 经过几个小时的( 线上) 工作,我的身体痛苦地呻吟。 不管我怎么调
整椅子,背一直在疼。 如果我不嚼口香糖,就会咬牙切齿;如果我不说话,嗓子就又粗又酸。 而我的
双手最受罪冶 。[4]37 研究者长时间手握鼠标独坐在电脑屏幕前,生怕错过任何重要的资料和富有意
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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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细节,显然,“ 在线冶 本身就是一个让研究者累积线上经验、感受“ 他者冶 生活的复杂过程。 此
外,在网络民族志中,搜集资料也意味着与一个文化或社区的成员进行交流,但这种交流的对象不
是网站、服务器或键盘,而是另一端的人 [4]114 。 尽管我们说线上生活为人们带来一种普遍性体验,
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本身都不是虚拟的人,相反,他们都鲜活地生存于具有物理意义的实体环境
中,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时常以各种形式在虚拟网络空间里流通,它们“ 依赖于网络和其他新信息
技术,但又不囿于网络,而是常常延伸到网络之外。 [15]7 基于此,有研究者认为,网下的生活对于田
野点来讲应该被视为一种情景,它与网络空间存在着交叉、多层次且相互关联的关系。 [21] 从这个角
度讲,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过程充满了参与者们的意义交织和行为互动,这种交织和互动,不仅在线
上完成,同时也在线下展开。 [17]
不割裂线上与线下的联系已深入很多学者的观念之中,当下探讨线上和线下互动和相互影响
的研究也不在少数,比如,张娜在研究中将网上的文本分析与网下的面对面深度访谈结合起来,在
拥有网上文本的同时,又获得了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 [21] ;杨国斌在搜集有关中国网络
行动的资料时除了在线上参与观察,还整合运用了多点民族志和全球民族志的方法,“ 不管是跟踪
正在发生的抗争事件,还是寻找过去抗争事件的资料,我都感觉自己像个游击民族志者,从不同链
接中按图索骥地追踪各种网站,或在网下所需的信息冶 。 [15]23 从以上研究中不难看出,研究者让线上
时空和线下田野进行连接的可能得以实现,其身体同时也成为“ 线上、线下田野的交互边界冶 。 [22] 在
互联网时代,研究者的角色及其进入田野的独特方式让我们的目光重新聚焦于研究者自身的研究
过程和行为实践。

三、研究者“ 触网冶 的文化实践
当研究者本人也积极参与或介入到网络文化构建中,并游走于线上线下之时,我们意识到,网
络民族志的研究似乎不该仅仅关注被研究者的行动和意义,而应注意到研究者完成网络民族志的
过程实则也是研究者“ 触网冶的文化实践。 这个观点的提出有赖于对网络空间特性的把握和对民
族志研究本身的考量,更来自于我们对网络民族志的实践过程。 我们尝试以自己的田野个案来探
索研究者在网络民族志中的身份自持和具体方法。
( 一) 大羊故事:“ 游走冶 于乡间和网络
1郾 未“入场冶 就已“ 在场冶
位于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的大羊普米族村是我已经连续观察了八年的田野点。 起初我秉持的
方法是人类学基本的实地观察和参与式访谈,在此过程中和村民们熟悉并保持了密切的联络。 正
是这段实地调研的经历,让我在 2015 年末被邀请加入了村民创建的“ 大羊青年冶 微信群。 微信群
的存在使得我不必真正到达村落却仿佛时时“ 在场冶 。 作为大羊村年轻人的线上生活空间,这个微
信群和村落既密切关联又大不相同,甚至,我感觉它们是“ 近乎两个相互交织但各自独立的‘ 生活
世界爷 冶 。[23] 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时常会把他们在线上表现与其在现实中的形象进行对比,结果
让我颇为惊异,他们似乎不是同一个人,“ 现实中的他们大多羞涩、不善言辞,而微信中的他们往往
直抒胸臆、热忱大方,乐于谈论自己的感受,热衷展现自己的生活。 谈论的话题和对新鲜事物的看
法,和任何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或其他群体并无太大差异冶 。[23] 我正是以自身感受到的强烈“ 反
差冶为逻辑起点,完成了一篇学术论文。 在论文中,我提出,微信将普米青年的真实生活空间与虚
拟空间勾连在一起,而在此过程中乡村个体与族群、村落内部与外部也得以连接转换。[17]
在此研究过程中,我不仅认识到网络对研究对象生活空间转换的重要作用,线上和线下连接、
转换的研究方式也使我亲历如何在一个小型社区中展开观察的过程。 可以说,网络民族志中的研
究者时常游走于线上和线下,甚至,“ 入场冶 “ 在场冶 “ 离场冶 的界限已不再泾渭分明,这种体验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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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初重返大羊时更加强烈。 在这一次的调查中,我不断遇到我的微信好友,比如和勇军淤,微
信名字叫“ 喂! 你别乱跑撞到我心上了冶 ,而杨立的微信名叫做热氏亚骐祖( 他的家族名称) 。 这几
个人在之前我发布的微信中就已不断的点赞,而在去大羊村的途中,我居然与勇军搭乘一辆汽车而
不知。 而杨立,在访谈中我才得知他也早已关注过我的微信。 这种“ 网友见面冶 的强烈感受让我意
识到,网络对研究者重新“ 入场冶 已经提前做了“ 准备冶 。
2郾 “离场冶 但从未“ 退场冶
2018 年 2 月 3 日,当我离开大羊村时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段文字,并配了九张我拍摄的大
羊日常生活的图片。 文字和图片收获了很多村民的关注、评论和点赞,那一刻,我知道,此后无论我
身在何处,和村民们都将通过网络“ 又在一起冶 了。 而之后,也的确如此,我通过微信感受他们日常
的喜怒哀乐,看他们手机里呈现的大羊景色与生活场景。 我开始越来越多地熟悉他们的个性以及
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 这些故事,在网络世界里,会让我第一时间知道。 值得一提的是,大羊村民
也在时刻关注着我的微信动态,2018 年 4 月,我发起了一个关于“ 大羊故事冶 的媒介人类学田野调
查分享会,此前,我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活动信息时,很多大羊村民给我点赞,杨立以为我出了新书,
让我一定寄一本给他。 这些经历让我不断反问自己,我真的“ 离开冶 大羊了吗?
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确实无法“ 置身事外冶 。 “ 我不仅介入到他们在微信群的讨论,甚至在某
些问题上他们还会寻求我的帮助,企盼我给他们出谋划策。 我还注意到,自己在‘ 群里爷 的存在,可
能在某些时候也会影响他们的表达与话语。 这些经历提醒我,网络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社会
空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会共同介入到这一崭新的文化实践活动中冶 。[17]
( 二) “ 写文化冶:研究者的“笔冶 与“ 迷你四驱车冶
如果说,我在大羊案例中是以“ 他者冶 的身份介入到村民日常生活中,那么,在这个关于“ 迷你
四驱车 QQ 群的记忆生产冶 的研究案例中,我们中间的一个研究者本身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 研
究者身兼“ 学者冶 和“ 玩家冶 的双重身份,影响了他的记录和叙述:
实际上,在找到研究对象和主题之前,我本身就是一个迷你四驱车爱好者。 2017 年
极其普通的一天,我从网上发现了童年玩过的迷你四驱车,当时买了一辆,以儿时熟悉的
手法将其组装起来。 同年,我加入了一个国内的迷你四驱车 QQ 群,那时我惊奇地发现,
群里的成员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与我同一年龄段的 80 后和 90 后,从那时起,一个诺大的
问号就留在了我的脑海里:为何玩车的主体不是青少年呢? 同时,我在群里的身份不仅仅
是一位“ 玩家冶 ,也是一名“ 研究者冶 。 一方面,我作为新手向群里的车友学习改装赛车的
新技能,并不断将自己购买的新零件以及改装好的新赛车拍照上传到群中与车友共享;另
一方面,我在群中观察他们的交往和互动,并将有价值的对话记录下来。
几个月过后,来自业余爱好和科研两个方面的强烈需求促使我从线上走到线下:计划
实地调研车友们在 QQ 群里提到的车场( 迷你四驱车俱乐部) ,一是自己的改装技术有所
提高,我想让车在实际赛道上跑一跑,当面请教车友,该如何根据跑道去改变车的配置;二
来,我想更加全面地了解车友如何在线下聚在一起玩车,亲身体验他们所共享的文化。 于
是,我先后走访了西安、上海、杭州、昆明等地的车场,还以车手的身份参加了 2017 年年底
在昆明举行的 Viper 三二四驱动大师赛,体验了赛前搭建跑道、赛中竞速和赛后聚餐等全
部环节。
持续了几个月的线上观察、访谈和线下实地调查后,我逐渐意识到迷你四驱车趣缘群
体的成员,围绕四驱车收藏、改装经验交流以及对与车相关物品或符号的讨论,其行动背
后还展现出更多的社会文化意义。 在这里,一般意义上的儿童玩具成为连接和凝聚他们
“在一起冶 的特殊之物,对于他们而言,迷你四驱车并非仅作为商品或是单纯的玩具,它们
淤

文中提到的大羊村民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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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含着玩家的情感和生命体验:既在当下玩车,又通过车追忆童年和过往,时时活在“ 过
去冶 。 而这群人在互联网中的相识及其展开的交往,为他们打开了一道记忆的阀门,迷你
四驱车,成了他们进行怀旧、追溯和生产记忆的重要承载物。 对于我而言,迷你四驱车又
何尝不是这种记忆的承载物呢,作为四驱车爱好者的一员,我与他们一起在线上进行记忆
实践,在线下同他们联络情感,促进群体认同,共享四驱车竞技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我
对迷你四驱车爱好者记忆实践的研究本身难道不也是这种记忆的承载和表达吗? 或者
说,我的“ 以文纪念冶 ,本身就是一个“ 触网冶的文化实践过程。
从“ 迷你四驱车爱好者记忆生产冶 的案例中,可以发现正是研究者双重身份的相互交织,让研
究者完成了一次“ 写文化冶的实践,此间,“ 笔冶 与“ 迷你四驱车冶 融合在一起,共同创造和构建了一
种新的意义。 无论是大羊个案还是关于迷你四驱车爱好者群体的研究,研究者都被卷入其中,尽管
说这样的卷入方式和程度可能有所区别,但是无论哪一种,随着研究的逐渐展开,它们都共同属于
研究者在网络这个空间当中展开的文化实践。 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对网络展
开调查的过程,其实就是研究者“ 触网冶 的文化实践。

四、作为“ 文化实践冶 的网络民族志
近年来,学界对网络民族志的讨论广泛涉及到概念、研究取向、田野边界、研究方法、操作实践、
研究伦理等问题,同时,以研究者自身经历反思网络民族志研究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行动策略和叙
述的文章也不断涌现。 例如,有学者认为传统民族志的方法论原则;整体性原则、对文化的关注、情
景化的原则等仍然适用并指导网络研究。 [21] 虚拟民族志“ 注重的是文化过程( cultural process) 而不
是物理空间冶 。[24] 还有学者关注研究者身体与性别的议题,讨论研究者身体在场对网络田野研究的
重要影响,认为身体既可以成为网络民族志研究的主题,也可以成为网络民族志的方法。[22] 尽管如
此,还需进一步追问的是,研究者如何正视自身在互联网环境中的身份转变? 应以何种具体方式介
入“新的研究对象冶 。[25]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是简单回到对研究者本身做出的反思,而是真正意识
到网络这个研究空间和基本情境对于研究者带来的本质改变是什么? 如何去理解研究者和研究对
象的关系? 同时,进一步思考在这种转变之下可能会产生的新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另外,线上和线
下的很多具体方法本身难以全然分割,因此,尽管这样的努力和新的追问可能是艰难的。 但是,将
网络民族志的研究视为研究者自身展开的网络文化实践,却是基于网络空间和结构的特质,以及网
络中所有活动者的行为实践分析得出的观点。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种文化实践对研究者
带来什么改变? 会产生哪些新的方法?
( 一) 网络民族志研究者的“ 多重身份冶 凸显
“ 如果你想理解一门科学,你首先应该看的不是它的理论或它的发现……你应该去看看它的
从业者们在做些什么。冶 [3]315 我们根据自己的网络观察和民族志实践,归纳出研究者的几种行为特
点:第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互看冶 较为频繁,也就是说,研究者在询问和观察研究对象时,时常
会经历被研究对象观看、接纳或期待的过程;第二,研究者在网络中的深度体验,形成与研究对象高
度的互动;第三,研究者成为线上积极的文化创造者,换言之,研究者同时也是型构网络文化必不可
少的一员。
正是这些独特的行为表现,使得研究者在网络空间中拥有了“ 多重角色冶。 首先,研究者对线
上社区和人群仔细观察、访谈和详尽记录,让研究者成为线上生活的“ 亲历者冶 。 与研究对象一同
经历“ 网络生活冶 以及各种事件,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对目标社区的创建历史、谁是管理者、谁是成员
及其使用的专业术语、成员之间的关系、派系、日常话题、神圣时刻、重大事件或冲突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持续地关注。 尽管与研究对象同为线上社区的亲历者,但研究者的“ 亲历冶 更多地是捕捉事件
背后的意义,比如若有大量社区成员在线上发布网址并反复讨论其链接到的特定视频或图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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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研究者需要重视起来,看这种集体讨论或争论到底指向何处,又意味着什么。
其次,除了被动经历线上社区发生的一切,研究者时常作为“ 参与者冶 积极介入到线上空间的
日常生活当中,并与研究对象保持高度的互动。 从这个角度理解参与者的身份,至少有两层含义,
其一,研究者参与体验社区群体的真实感觉,例如,安妮特·玛卡姆在研究经由计算机中介的传播
所呈现的语言实践集体结构时,体验了互联网重度使用者的真实生活,并记录自己从无知新手到渊
博专家的历程 [4]37 ;其二,研究者通过与被研究者的互动,参与线上社区的对话和意义生产之中。
例如,我们在研究普米族微信群交往互动的案例时,我不仅在第一次作为调查者进入这个微信群中
就被要求发了红包,而且还介入到他们在微信群有关村落事务以及公共议题的讨论,甚至在某些问
题上他们会寻求我的帮助。
最后,如果研究者本身就是线上社区“ 原住民冶 的一员,那么,他也是该社区网络文化的积极
“创造者冶 。 例如,在前面提到的迷你四驱车的研究中,研究者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凭借这样的
身份,研究者可能避免因“ 学术距离冶 造成对社区“ 居高临下地做出道德批判和训诫冶 [26]5 ,甚至“ 重
新塑造或想象你不满意的内容,而不是直接拒绝它们冶 。[26]10
更重要的是,“原住民冶 的身份还会让研究者对整个社区文化产生高度认同和深度依赖,从而
为社区和研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并创造新的网络文化。 比如杨国斌在研究中国博客的运作时开
设了自己的博客,在亲自“ 实验冶 博客的发布和接受后,他发现博客作者们在博客圈中以博文为媒
介的相互访问,会不断拓展博客圈的范围,而作为其中的一员,他意识到自己不仅对博客圈的扩大
做了“区区的贡献冶 ,而其对运营博客的网络经济也尽了绵薄之力。[15]16 从这个角度讲,与“ 亲历者冶
和“参与者冶 相比,“ 创造者冶 的角色正是作为“ 文化实践冶的网络民族志的核心意义和关键所在。
( 二) 网络民族志的“关系冶 田野和文本写作
威廉斯将文化视作一种由“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冶 [27]19 ,他进一步解释,“ 文
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绘,这种生活方式表达某些意义和价值,但不只是经由艺术和学问,
而且也通过体制和日常行为。冶 [28] 威廉斯的观点给予我们的启发在于:在互联网和新媒体崛起的时
代,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时常重叠而不可分割,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生活的完整情境,人们的文化
与日常行为会建立在这种交织的空间与整体中。 这不仅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而且也是其他网络
民族志的研究者所面临的共同研究情境。 那么,同为“ 创造者冶 的研究者究竟该以何种具体方式介
入新的研究情境? 网络民族志中的“ 田野冶 是否发生变化? 从田野回到书斋后,我们如何书写等。
这些问题就具有了较为现实的讨论价值。
1郾 田野:流动的“ 关系冶
我在曾经的一篇文章中以互联网时代媒介人类学的田野为例,提出研究者不仅要关注田野中
的空间,也应转向“关系冶 。[29] 或者可以说,我们得以展开研究的田野可能存在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
关系的共同建构中,研究者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并积极参与到网络空间和新文化的建构之中。
早期的人类学者在原始部落或村庄里调查时所遭遇的研究对象往往存在于特定生活空间中,
被研究者们“ 彼此熟识冶 ,其社会交往也“ 多发生在公领域冶 [12]2 ,相对“ 静态冶 的交往关系便于研究
者观察与认识。 而在互联网盛行的今天,虚拟空间正与现实世界交织在一起,甚至逐渐成为现实社
会的一个重要面向。 可以说,研究对象的生活空间不仅仅是具有物理和地理意义的实体空间,还包
括“手机与电脑所承载的私领域冶 [12]2 ,他们时常穿梭于两者之间,随时与不同的空间发生“ 关系冶 。
换句话说,今天的互联网让研究对象与自身生活世界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正是这种动态
性的“ 关系冶 让研究对象频繁游走并随时转换角色。 这种变化使得研究者在处理和研究对象的关
系时,也必须同时把握研究对象在线上和线下的行为及表现。 因此,在对普米族微信群的研究中,
我最常看到的是人们在线上线下频繁转换中形成的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而无论哪一个,都是研究
者理解研究对象的重要方面。
如果说,网络空间使研究者、研究对象变得更具流动性,那么,这种流动性会让我们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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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处于随时需要调整和转换的过程中。 研究对象在线上和线下的变动不居,“ 迫使冶 研究者随之
做出调整和应对,而两者的互动又极可能触发下一轮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讲,网络空间中的田野具
有了流动的“ 关系冶 ,田野充满了不断的变数。 这些变化无疑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他
们对变化随时做出策略上的调整。 以“ 迷你四驱车 QQ 群的记忆生产冶 研究为例,我们的另一位研
究者不仅随时在线上为其他成员“ 答疑解惑冶 ,还要在线下帮助车友制作迷你四驱车宣传海报,撰
写活动推文,甚至全程参与到重大赛事的筹备工作。 而这些工作事实上是研究者并不能提前预
知的。
网络空间中田野和关系的流动性,或许提醒我们,网络民族志的研究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操作
指南。 与其“ 费尽心力冶 归纳和总结其操作方法,倒不如认真去思考研究者如何用心“ 呵护冶 和“ 经
营冶田野中的各种“ 关系冶。
2郾 如履薄冰:网络民族志文本的书写
田野的观察和记录,最终还是要有赖于研究者的书写和呈现。 早期民族志的作者在结束田野
调查之旅后,便“心满意足冶 地回到自己原有的生活秩序中,然后在书桌前开启另一段远距离观察
研究对象并书写民族志文本的征程。 而今天当我作为研究者回到书桌旁去书写时,竟意识到无法
将被研究者及其感受完全抛诸脑后,相反,在书写民族志文本时,我头脑里始终闪现着他们的一颦
一笑。 我不断反问自己,他们会赞同我的观点吗? 他们会因为我的某些“ 措辞冶 而恼怒吗? 互联网
和新媒体技术为研究对象的“ 观看冶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和可能性,这意味着,研究对象可能近
在“眼前冶 ,他随时都可能通过网络去“审视冶 我的文本。 因此,像马林诺夫斯基那种太过直白的表
达就不太可能了———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到那个群体中,不得不顾及到他们的感受和情感。 换
句话说,一旦我把文本书写出来,互联网和新媒体就会让它更广泛、更便利、更及时地传播,这不得
不使研究者更为审慎地去面对民族志这个书写的过程。
当然,并不是说以往民族志文本就不存在被研究对象审视和考量的情况。 比如威利斯就曾把
《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 这本书的草稿拿给汉默镇学校的“ 家伙们冶 阅读,并听取
他们的意见。 [30]245 - 253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威利斯非常主动的行为,而且,可能仅仅是他为了检验
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否客观以及能否得到认可的一种方式而已。 与此不同的是,网络时代的反馈远
远不是研究者在时间和空间中能容易把控的,或者说,无论有心还是无意,研究对象都能通过互联
网“审视冶 研究者的一举一动。 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者在网络里的行为似乎早已被一览无余。
因此,在对网络民族志作品进行书写和传播时,我们不能忽略互联网文化作为一种“ 整体生活
方式冶 的基本情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正“共在冶 于其中。 具体说来,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可能不仅仅
通过线上社区接受彼此的观察和审视,甚至早已通过社交媒体软件使“ 单线冶 联系成为可能。 这无
疑让研究者在书写和传播民族志文本时更加不易把握人们在阅读这些文字时的态度和反应。 沿着
这个思路,我们继而可以讨论研究者在呈现和传播民族志文本时的基本伦理准则。
以我自己的研究为例,2018 年 4 月 13 日,在我组织的“ 大羊故事媒介人类学田野调查冶 分享会
结束后,我把有关这次大羊村研究心得的 6 张照片发布到微信朋友圈,几张照片之中,有一张是羊
村村民贵成的自拍照,他是大羊村众多单身汉中的一员,我在图片上做了注释———羊村光棍。 事
后,本文的另一个研究者问我这张带有“ 羊村光棍冶 字样的图片是否会引起研究对象的不满。 当时
我确实想过这个问题,但巧合的是,我并未与贵成成为微信好友,他不一定能够看到这条被发布在
微信朋友圈的图片,因而,我对此未有过多担心。 但合作者的提醒让我思考一个重要而又往往被忽
视的问题。 当我们今天在网络时代呈现民族志文本的时候,应该认识到,它一旦发表或传播出去,
不仅受到学界同行的评议甚至批判,还会面临着众多研究对象的考量或追问。 互联网文化的“ 整
体生活方式冶 给网络民族志文本提供了一种被研究对象同时去观察、去审视、去讨论的独特的空
间,就像“ 羊村光棍冶 的例子一样,哪怕研究者尚未完成研究,相关内容可能就已经被传播和广泛关
注了。 在网络时代,几乎任何人都被卷入其中,研究者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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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我坐在书桌前开始动笔时,我意识到那张无形的网络早已把自己和研究对象联结在一
起了,且很难割断。 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者“ 触网冶 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与对象分享经验和交流
情感的过程,在这种互动、参与和切身体验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断“ 交织冶 ,结果研究者也加
入到形塑网络空间以及建构新型文化的行列之中。 同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 网络冶 也会在
互联网中被不断巩固和扩大。

五、结束语
当互联网文化成为“ 当代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冶 [31] 时,网络民族志研究者也不能与之脱离干
系,甚至在其中一身分饰多个角色:他们首先是线上社区的“ 亲历者冶,也很可能参与到被研究者的
日常生活中,甚至成为对社区和研究对象做出积极贡献的“ 创造者冶 。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
者创造新型网络文化的行为是一场触网的“ 文化实践冶 ,而“ 创造者冶 的角色是作为“ 文化实践冶 的
网络民族志的关键所在。
同时,对研究者行为本身所做出的这种反思和分析,其价值不只是提出网络民族志新的关注点
和研究问题,还在于,这种反思和讨论,帮助我们解释他者,但其实,我们也在阐释和理解自己。 因
此,研究的过程和意义还在于,我们既了解对方,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认识了自我。 这种理解的过
程,也是研究者学习和进行自我修养的过程———“陌生的东西变成熟悉的东西,充实着我们知识的
宝库,而异己的东西则被吸收直到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冶 。[32]7 从这个层面上讲,网络民族志研究
的重要意义,就在于理解他者的网络生活,其实是为了告诉自己该如何面对这个网络世界。 也正是
因为有了这样的研究视野和信念,使得我们在面对网络这个变动不居和纷繁复杂的世界时,仍旧可
以认清楚研究者的角色和立场,在处理自身与社区、研究对象复杂纽结的关系时更加游刃有余,从
而笃定、从容地去展开我们的研究。
当然,将互联网和社会信息通信技术纳入研究和方法论领域,以实现对当前社会生活的最新理
解,不仅是民族志日益关注的问题 [33] ,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都必须要面对的研究“ 语境冶 。
尽管这种新的“ 语境冶 从理论研究角度讲,还未达到托马斯·库恩所说的“ 科学革命冶 的阶段,但我
们至少可以从新理论的诞生中得到某种有益的启示,“ 一个新理论总是与它在自然现象的某种具
体范围的应用一道被宣告的;没有应用,理论甚至不可能被接受冶 [34]39 ,这个观点提醒我们,研究者
将自身在网络虚拟世界以主观视角体验到的现象概念化,并通过观察、参与和创造等形式将概念应
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本身就呼唤着新理论的形成。 从这个层面上讲,社会科学研究被“ 卷入冶 互联
网语境无疑有着“ 范式转换冶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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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nography as “ Cultural Practice冶
———Perspective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searcher
SUN Xinru摇 WANG Donglin
Abstract摇 Ow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and new media, the “field冶 of ethnographers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inher鄄
ent “ position冶 and physical space, but gradually expands to virtual network space. In the cyberspace, the researcher is not
only a “ witness冶 and a “ participant冶 , but also a “ creator冶 who is making active contribution to community and research
subjects. Taking the author蒺s field experience and case study as an example, the author views netnography as “ cultural
practice冶 where the researcher and subjects are involved,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relevant researches of netnogra鄄
phy. Meanwhile, because of “ coexistence冶 of the researcher and subjects in cyberspace, the researcher changes research
method, engagement and emotional involvement. Therefore,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double identities of the researcher as
an observer and a cultural creator are highlighted in netnography. Additionally, the field in netnography presents the attrib鄄
ute of “ mobility冶 , and the writing of netnographic text will face new challenges.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urthe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from the view of the researcher not only means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on
research process, but also to grasp how the researcher deals with network world and conducts self鄄interpretation. Moreover,
in a broader sense, such idea of the research can help us reconsider the significance that cyberspace contributes to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Keywords摇 Netnography; Researcher; Cultural pract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