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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彩场域的逻辑
—湖南梅县地下“六合彩”调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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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章以梅县地下“六合彩”的调查为例，通过场域理论及其概念工具的运用，试图克服地下“六合彩”

已有研究的各种凌乱、分裂和对立，达致对地下“六合彩”更加合理解释。 研究发现，黑彩主体的惯习，即他们对地
下“六合彩”的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示，是社会结构在他们心智结构中的反映，也正是这种惯习让他们对黑
彩趋之若鹜；黑彩主体在这种惯习的指引下遵循一种“模糊的实践逻辑”而展开各种实践，进而维系着黑彩场域的
运行，并使其获得自主，实现自身动力机制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就使得地下“六合彩”能够“长盛不衰”、历经数年而
未见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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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地下“六合彩”上世纪 90 年代末出现于广东等地，它根据香港六合彩开出的“特别号码”进
行派奖，赔率高，玩法多，操作简便，很快便席卷了全国。 关于地下“六合彩”的危害已无需赘言，
让笔者困惑的是它“长盛不衰”的原因，在众多的文献资料中，论者们大多把地下“六合彩”盛行
的原因都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地下“六合彩”赔率高，买法简单、便捷，码民 ①无知，不理性，无法抵挡暴富的诱惑；社会转
型，贫富差距日益增大，众多码民致富无门，文化所诱发的过高愿望同阻止这些愿望实现的社会
结构性障碍之间的断裂；码民多为“有闲群体”，精神生活贫乏；政府的监管和打击不力，法律制度
的缺位；地下“六合彩”以关系和信任为纽带，加上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和便捷的银行结算业务，使得
其传播方便,操作隐蔽，使其能迅速“燎原”而不易扑灭；公彩中奖率低下,可信度降低，购买不便，无
法满足人们博彩的需要；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乡村社会长老权威的旁落助长了六合彩的盛行。
这些因素或多或少都能对地下“六合彩”的盛行进行解释，但是这些解释普遍存在着历史与
现实、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等方面的凌乱、分裂和对立，它们常常忽视历史，或者寻求码民个
体的主观解释，或者寻求一些制度、结构以及一些外在因素，或者把他们拼凑起来而未能实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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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整合。 正是基于这些问题，本文通过长期的实地调查，试图寻求一种统一、有效的理论框架，对
地下“六合彩”何以盛行提供一种更为整合、完满的解释。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分析框架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我们研究地下“六合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利器和分析框架。

1 、关于场域，它“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 （network ），或
一个构型 (configuration) ”。 它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
相对独立性既是不同场域相互区别的标志，也是不同场域得以存在的依据。

[1](P133－134、P145）

2、惯习“就是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构成的系统，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又可以置换，
它来自于社会制度，又寄居在身体之中（或者说生物性的个体里）”[1](P177) 它“在与变动不居的各种
情境的即时遭遇中得以确定自身，并遵循一种实践逻辑”。

[1](P24)

这种逻辑是一种模糊的“前逻辑”、

“前认知状态”。

3 、资本在布迪厄看来“是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它以物质化形式或是‘肉体化’、身体化形式
存在）”，[1](P304）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后来布迪厄又加上符号资本）。 经济资本
是由生产的不同因素、经济财产、各种收入及各种经济利益所组成；“社会资本是实际和潜在资
源的集合体， 它们与相互熟悉和认可的或多或少制度化了的持续关系网络的占有联系在一起，
或者换句话说，是与一个群体成员资格联系在一起，这个群体给予每个成员以集体拥有资本的
支持，给予他们获取各种不同意义上的信誉（credit ）的‘信任状’”；文化资本具有很大的普遍性，
它实际上是一种信息资本（informational capital ），其具体的存在形式有三种：身体化的、客观化的
和制度化的。

[1](P161)

4 、场域具有自身的动力机制。 布迪厄指出，“一个场域的动力学原则，就在于它的结构形式，
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

场域

[1](P139）

围绕一些特定资本展开 ，各主体通过各自的实践相互竞争、彼此争夺，加之结构与资本的不对
称，使得场域充满了动力、活力和张力，并能实现自身动力机制的再生产。
概而言之，“一个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
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
动的各种身心图式”。

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是相通的，一方面，个体在社会场域结构、历史文

[1](P17）

化和个人社会轨迹中生成惯习；另一方面，惯习有助于把场域建构成一个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世
界。 同时，惯习又生成策略、指引实践，促使人们对场域内各种资本和利益进行争夺，进而维系或
改变着场域。
（二）研究方法
笔者以梅县作为调查地点。 梅县地处湖南中部，辖区总面积 3642 平方公里，辖 26 个乡镇、2
个国营林场、1 个经济开发区，人口 128 万，其中农业人口 116 万，地貌属山丘盆地，有着数千年
的历史文化，系国家级贫困县。
整个调查在 2006 年 4 月至 2007 年 3 月期间分多次进行， 笔者与部分码民和个别庄家进行
的深度访谈以及运用观察法所得记录是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而与部分码民的偶遇访谈也对本
文贡献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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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黑彩场域的结构
如同其它场域一样，黑彩场域同样是由各种位置以及各种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或者
构型构成的，每个主体根据其自身拥有的资本类型和数量对场域中各个位置进行占位，并以此
寻求对核心资本的争夺。
（一）庄家
庄家是“黑彩”场域结构中最高一级的位置，在场域中居于支配地位。 对庄家进行占位，首先
是需要较强的经济资本，能够应对足够的赔付风险；其次，需要较强的社会资本，一方面能够发
展下线，延揽“业务”，另一方面又得以规避政府的治理和制约。
（二）码民
码民是“黑彩”场域的主要位置之一，居于场域结构的底层。 大多码民拥有的经济资本、社会
资本和文化资本都非常有限。 根据笔者自己的调查以及其他很多人的调查，[2][3][4][5]我们可以粗略
地概括出对码民进行占位的三类主要群体：农村居民、小城镇居民和外来从业人员以及大中城
市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
（三）写单人
写单人在“黑彩”场域中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介位置，它起着上承庄家、下接码民的作用，
是黑彩场域中仅次于码民的最庞大的群体。 写单人多产生于码民之中，是码民所熟悉和相对信
任的“黑彩”业务员。
需要指出的是，写单人和庄家之间没有绝对的区分，庄家有时也自己写单，写单人有时也把
赌注隐而不报，自己或明或暗地做起了庄家。 另外，中小庄家以及写单人实际上也是码民的一部
分，他们自己也有着码民同样的惯习和行为。 在本项研究中，笔者主要关注的也正是包括中小庄
家以及写单人在内的广大码民的惯习与实践。
（四）码报商贩
码报商贩在场域中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起着传播买码信息的重要作用，一般是通过直接的
纸本批发或者网络、传真等方式复制码报信息，然后兜售给广大码民，从中牟利，常见的有《六合
内部玄机》、《白小姐猜码》、《曾道人透码》、《彩霸王》等版本。 对这一位置进行占位需要一定数量
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五）卖码者
卖码者实际上就是买码信息诈骗者，他们在场域中居于一个推波助澜的位置，他们通过电
话、短信、网络等方式制造各种骗局、陷阱，让很多码民深信特码是可以预知的，并因此而诈骗牟
利。 对这一位置占位所需的是一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而对社会资本的需求不强。
我们可以用如下图形来直观地勾划黑彩场域中的这些位置和资本的具体分布：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黑彩场域的结构形式类似于一个松散交错的金字塔型。 庄家在其
中居于上层和支配的地位，并分成大小不等的层级。 码报商贩和买码者则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本；
而广大的码民则处于下层和被支配的地位，一般而言，他们的各类资本量最小。 黑彩主体根据各
自资本的结构和类型对这些位置分别进行占位。 资金从广大码民开始沿着资金流向链逐级向上
流去，码报商贩、卖码者也分享了其中一部分“利润”，因此，在黑彩场域结构中层级越高攫取的
经济利益越多。 而信息流向链告诉我们，买码信息通过码报商贩、卖码者传播到黑彩场域中的中
庄家以下的各个主体，各个主体也相互进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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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黑彩场域的结构

资金流向链条

E ：经济资本

S ：社会资本

荩 信息流向链条

C ：文化资本

＋ （－ ）：资本量

荩

？ ：无法确定的资本量

四、黑彩惯习的生成
黑彩惯习是黑彩主体（主要是指广大码民）对黑彩的知觉、评价和行动的分类图式，我们将
分别从黑彩的相关事项来进行讨论。
（一）为什么买码
很多码民面对这样的问题常常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些说“买码又怎么了？ ”有些说“没事
做，买着玩”，当然他们回答背后都隐藏着他们对发财赚钱的渴望，而一个健谈的码民在与一位
当地医生的对话中做了如下总结：②
买码有四个好处，一是不会耽（误）工，我到下午做完事回来就可以买；二是可以一个人玩，
我一个人看看码报，猜猜特码，也蛮有味，不像打牌，一定要一桌人（即四个人）才能打；三是随便
好多钱我都可以买，我拿的准我就多买，拿不准我就少买；四是我说不定哪次撞得好（运气好）就
发财了。
—方便买、能发财、不误工、有趣味，这正是广大码民买码的原
显然，这是一个精辟的概括——
因所在，这也是很多相关的研究已经重复讨论的问题。 我们更应该对上述答案背后的原因进行
追问，如为什么码民认为会发财、有趣味等，这样才能深化对黑彩的本质认识，具体论述将在后
文展开。
（二）特码是如何开出的
关于特码如何开出的问题，大多码民认为特码是人为控制了的，当笔者告诉他们这是香港
公开、公正、随机开出的，他们半信半疑，但仍然坚信开奖“不可能没有人在后面控制”，“摇奖都
是假的，都是放来你们看咯，要开什么早就定好了”，而对于到底是谁开出了特码，他们的看法又
不尽一致，有的说“是白小姐开咯……那个 49 你们莫买……四月初九是白小姐她爹的祭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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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她一般不开”，也有的说“是香港马会开咯，他们拿些玄机来你们猜，白小姐和曾道人只不过是
告诉你们去猜特码咯”。 当然，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去预先参透或得知特码。
（三）特码是如何预知的
码民深信特码是人为控制的，因此是有可能被泄漏或被预知的。 他们要么空凭自己的感觉
或者是听信他人的判断，要么便是在铺天盖地的码报、码书以及大量的六合彩网站和无数的买
码电话短信中去“甄别”、“参悟”特码、单双、波色、大小等。 科学和理性告诉我们，特码是完全随
机、无从知晓的，这些形态各异的买码信息以及各种主观的感觉和判断是绝对虚假的， [6] 但是对
于缺乏文化资本以及反思意愿和能力的广大码民来说是很难去认识和接受这些，他们更愿意相
信自己或周边人的中奖经验。
（四）买码之后
码民最关心买码之后是中了还是没中， 而笔者关心的是他们在买码之后又是如何认识、评
价和行动的。

1、买中之后
码民在买中之后常常抱怨自己没有多下些注，对先前的买码信息要更加关注和相信，希望
下期能更加大胆地下注，以便更多地发财，一个码民在买中之后如是说：“下次我完全不听别个
咯了，自己看到是个什么就买什么，拿准了我就要多买一些。 ”

2、不中之后
（1）谨慎、暂时的歇手。 码民在买不中的情况下常常会如此，但是大多看到别人不时地轻松
赚钱，自己也常常会不时地再试身手。 （2）狂热之后的冷却退出。 有些码民在狂热买码不中之后
会不堪其负而退出，不再买码。 （3）“积重难返”的无奈继续。 部分码民在买码尝到甜头后又陷了
进去，甚至负债买码，导致恶性循环。
广大的码民群体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中下层，甚至是底层，结构的不平等导致他们在获取文
化资本方面遭遇障碍和不公，而文化资本的缺失使广大码民对于黑彩的认识和分辨能力存在巨
大的局限，于是黑彩就成了他们拼命想抓住的一根“暴富稻草”，同时也给他们相对单调的文化
生活注入了激情、期待和乐趣；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造成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普遍信任
和制度信任的缺失，他们很难认识到，甚至很难去接受特码会是公正、随机开出的；社会长期未
曾给予广大码民合法、有效的致富和上升的途径，如果不买码，“你要做别么咯，那你做一辈子也
莫想发财！ ”这种“又没偷又没抢”、你情我愿的买码行为自然成了广大码民合情合理的、简单有
效的致富途径；码民们在长期封建神秘和迷信文化的熏陶中信奉着牵强附会的暗示，而黑彩场
域的情境也让他们丧失了对黑彩进行反思的能力和意愿，于是各种形态的传统与现代迷信在黑
彩场域中不断演绎。
由上观之，黑彩惯习就是社会结构与历史在码民心智结构中的反映，它在社会结构、历史文
化和个人的社会轨迹以及黑彩场域中得以生成。 黑彩惯习与社会结构的同源性，使得码民将黑
彩看成是自然而然的、合情合理的，很难也很少去对它进行反思，他们长期沉浸其中，逐渐获得
了一种前反思性的应对所处社会世界的一种“实践感”，在码民们设想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所
提供的社会感受性已经引导其行动了。

[1](P22）

五、黑彩场域的逻辑
码民们在惯习的引导下产生策略，展开实践，这些实践遵循着一种布迪厄所称的“模糊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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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逻辑”，同时也让黑彩场域充满了争斗和活力，客观上使得黑彩场域遵循一定的逻辑而得以生
成、运行和延续。
（一）基本的实践法则
黑彩主体在黑彩场域中遵循一些基本的实践法则，这些法则是黑彩场域生成和运行的基本
条件。

1、关系与信任的运用
邓燕华的研究从微观的视角详尽地揭示了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1、关系是
地下“六合彩”蔓延的脉络；2、“自己人”和“外人”有着不同的交易规则；3、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
彩”交易的根本保障。 [7]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地下“六合彩”就是在信任中得以维系、在关系中得以
延展。

2、有限的妥协
在黑彩场域中虽然充满了对经济资本的争夺，但是这种争夺并非是你死我活、不可回旋的，
庄家和码民之间为了避免彼此之间负和博弈的恶果，常常会达成各种妥协，甚至在无奈之下还
可以协商调整特码赔付比率。

3、暴力的魅影
黑彩是非法的，是政府和法律所约束和打击的对象，它没有法律规则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很多争端最终会不时地诉诸暴力，以确保黑彩场域的游戏规则得以遵守。
（二）黑彩运作方式的独特性

1、码民和写单人、写单人和中小庄家之间以及中小庄家和大庄家之间的联系单向、自愿、松
散，这就使得黑彩的运行不会因为某些人或环节出现问题而受到太大的影响，也使得政府治理
无法像其它非法活动那样能够顺藤摸瓜地进行有效的治理打击。

2、现代通讯、金融等工具的运用。 在整个买码的过程中，买码报数大多是通过手机和电话实
现的，一般的小额买码活动多是现金结算，而大额的付款结账和大宗的“业务”往来大多是通过
银行转汇等现代金融工具来实现的，这就促进了地下“六合彩”的蔓延和盛行，使其更加难遭到
遏制。

3、信息与地点隐秘、变动。 黑彩主体十分注意保密事项，以免留下证据或者抓到现场，码民
一般是打电话或者照面报数，彼此之间很少有书面的东西；另外就是庄家接单的地方经常变动，
手机号码也不断地变换，以便更好地隐藏、保护自己。 黑彩场域中，庄家和码民的这些策略使他
们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规避治理。
（三）动力机制及其再生产
黑彩场域在历时数年而不消亡，除了它自主性的获得之外，自身的动力机制及其再生产是
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1、暴富的幻象
这些暴富的事例，在无数码民和庄家中间建构了一种暴富的幻象，与纯然的经济学意义上
的利益追求不同，码民们常常没有经济学的逻辑，对黑彩进行理性的估算、评价，他们对黑彩的
投入是因为一种暴富的幻象，一种对黑彩游戏的心神投入，他们投入其中又被其牵着鼻子走。 像
前面那个健谈的码民所总结的买码好处那样，他们买码不完全是出于对金钱的理性追求，他们
的很多举动更加类似于一种暴富幻象指引的游戏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暴富的幻象就是黑彩场
域的原动力。

2、位置的客观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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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彩场域的逻辑
黑彩场域中的各种位置是客观存在的，拥有特定资本类型和数量的人将分别去占据相应的
位置。 这些位置不因占位者的退出而消失，其他具有相同的资本结构和数量的人会对这些位置
重新占位。

3、结构与资本的不对称性
黑彩场域的结构形式类似于一个松散交错的金字塔型， 庄家在其中居于上层和支配的地
位，写单人出于承接的中间位置，而广大的码民则处于下层和被支配的地位。 码民千方百计想通
过买码赚钱发财，新码民进来很投入，希望能够立即发财，买码赚了钱的人希望能赚更多的钱；
买码赔了本的又希望能够通过买码翻本赚钱，写单人和庄家希望买码的越多越好，他们千方百
计地让更多的人买码，让买码的人买得更多。 虽然庄家、写单人、码民等在结构上存在鸿沟与距
离，资本力量也不对称，但他们却都在彼此认可的既定结构和规则中努力寻求对经济利益的“有
序”争夺，这就使得黑彩场域充满了动力、活力与张力，动力机制也由此实现着生产和再生产。

六、结语
在场域理论的视域中，黑彩主体的惯习，即他们对地下“六合彩”的知觉、评价和行动，是社
会结构在他们心智结构中的反映，也正是这种惯习让他们对地下“六合彩”趋之若鹜；黑彩主体
在这种惯习的指引下遵循一种 “模糊的实践逻辑”而展开各种实践，进而维系着黑彩场域的运
行，实现自身动力机制的生产与再生产，这就使得地下“六合彩”能够“长盛不衰”、历经数年而未
见消亡。 场域的终结需要惯习的改变以及动力机制的丧失，而当它们深深植根于其中的社会结
构没有根本改变，社会土壤没有完全消失时，它就会以其它状态、其它形式而继续存在。

注释：
① 本文将购买地下“六合彩”称为买码，将买码的人们称为码民，以此与合法彩民相区分。
② 本文综合整理出来的访谈材料以故事的方式陈述，其它为访谈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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