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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多年前，徐杰舜教授曾就“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做符合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文法’提升”等问题，对彭兆荣教授做
了一个专访。十多年后，
彭教授业已是中国旅游人类学界领军人物。当两位老友相聚在首届旅游高峰论坛上，
探讨的话题自
然就定格于旅游、旅游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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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cholastic Libertine to Academic Leader
—Interview
——
with Professor Peng Zhaorong
XU Jie-shun PENG Zhao-yong
Abstract: Almost ten years ago, Professor Xu Jieshun finished an special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Peng Zhaorong to discuss how to
focus on Chinese issues as a Chinese scholar and develop some researches to match the ethos of China. Today, Professor Peng is
one of leaders in tourism anthropology area. Now, when they met at the first Tourism Summit Forum, Professor Peng and Professor
Xu discuss tourism, tourism anthropology and how to apply theories in ordinary lif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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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彭教授! 很高兴再一次和你在桂林金钟山会面。首
先要感谢你对我们桂林金钟山旅游研究院、对旅游高峰论
坛的大力支持。
彭：份内的事，
不客气。这是我们第二次和我的老师格
雷本(Nelson H.Graburn)教授，在金钟山会面了吧。
徐：对!第一次在金钟山见面是在昆明世界人类学大会
之后。当时行程比较紧凑，所以没能对 Graburn 做一个专
访。这一次，趁大家都在这里出席首届旅游高峰论坛，机会
难得，时间又充裕，
所以就准备了一个专访。
彭：做 Nelson H.Graburn 教授的访谈是应该的。他给中
国所带来的其实不仅仅是旅游人类学的影响，他已经涉及
到民族地区的一些村落社会。他去的地方，
比如说贵州少数
民族地区以及有关乡村旅游的问题，在贵州举行的中国首
届乡村旅游论坛，我跟他一起去参加了，期间他考察的都是
一些贵州的少数民族地区，
给当地政府提了不少建议。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他已经触及到了中国少数民族一些很具体
的东西，很基本的层面了。所以，他对中国西部的了解是很
深的。他也鼓励他的美国弟子到中国来做田野，比如这次去

平安，
平安有两个美国人类学博士生在那里做田野。所以，
他的学生知道他要来，就跟他说“你应该去看看平安，”包括
见什么人，
看什么东西等，
他都一一到现场体验。一个 73 岁
高龄伯克利（(UC Berkeley)人类学的终身教授在中国西部翻
山越岭，
身体力行真令人感动。外国学者现在像他这样对中
国相对深度的了解是很少的。近十几年来，
他几乎每年都来
中国，
有的时候一年来了两次。他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他是
非常有眼光的学者。他早年做欧洲和北美的人类学研究，
后
参与国际旅游研究院的创立，使旅游这个新的社会事件、社
会活动、社会现象，进入到人类视野，他是起到很重要的作
用的。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
包括日本、韩国的经济崛起，
他
开始关注东亚社会的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大众旅游对东亚社
会结构，
乃至对全球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对此他很
早就有预见。当然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他太太是日本人。所
以他早期就开始对日本的旅游经济进行研究，接着是对韩
他就非常敏感地看到中国的经济
国也有所研究。十几年前，
将对全球在未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于是他开始关注中国、研究中国，而且他还爱中国。所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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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因素：一个是他在学术上敏锐的前瞻性，一个是亲身
到中国进行实地了解，
外加他热爱中国。基于此，我认为很
有必要介绍他。一个学者不是一个简单单纯感性的人，
他对
这个社会的了解他是基于对这个社会的特殊性、复杂性所
是相对封闭的一个
做的判断。像中国以前对西方社会来说，
社会，中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大众旅游
的出现，这不仅对中国社会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
可能对全球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他进入中国，对中国
的大众旅游以及大众旅游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这种“发动机”
作用的预见，从今天来看，
他是非常有眼光的。很多人仅仅
把他放在旅游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他，当然作为一个专家，他
在这个方面的卓有成效的研究毫无疑问是世界级的。但我
们经常忽略了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历史阶段进入
到中国，选择对中国的旅游，对民族地区社会结构进行研究
的依据和能动问题。近十年来我一直跟着他，
有些问题我是
很清楚的，世界上人类学家很多，也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社
会将对世界整个未来的格局，
特别是政治经济的格局，会扮
演一个重要角色，可是很少人能够先期预见进入中国，而且
通过某一种研究来反映这样一个未来的发展趋势，如果从
这个意义上来看，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类学家。他的影响
力、判断力，他的前瞻性、敏感性，他的学术学术态度、学术
高度，都表明他是一位世界级、大师级的学者。对他进行专
访也好、专题也好，都是非常值必要的，而且他本身是一个
特殊的、很有个性的案例。
徐：谢谢你一开始就问我，对这个会议的访谈啊，这些
文章如何进行发表。但我今天要采访你的就是你刚刚讲的，
你这十几年跟着 Graburn 教授主要是学习旅游人类学吧，
同时也学习到他对中国研究的权威的方法和他的这种远见
和他洞察的眼光。我在十年以前采访你，1999 年发表在《广
西民族大学学报》，那时候叫《广西民族学院学报》，我们那
时候发表的题目是《我非我与学术浪子》。
彭：对。
徐：我觉得这十年来的变化，正像你刚刚所讲的，你是
从在法国学习人类学，跟着雅克·勒穆瓦纳博士（Jacques
Lemoine）转到美国，向美国的 Graburn 先生进行学习。这可
以说是你学习人类学两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前一个时期，
就
是我第一次对你采访时所讲的：
“我非我”、
“学术浪子”
。在
那个时候，你在人类学的天地里面四处流浪，你自己的学术
地位并没有能够确定。这十年来，已经不止是十年了，从
1999 年到 2009 年是十年，到现在是十一个年头了，这十年
你的学术成就非常大，
因为我们是老朋友了嘛，我始终在关
注你，关注你就是向你学习，因为你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
习；关注你就是我们共同推进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而我关注
你的是对中国人类学很重要贡献：一是贡献就是旅游人类
学，二是贡献就是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问题。那么，既然十
年以前你在中国人类学或者在人类学领域里，按你的说法
是“学术浪子”的话，那十年以后的今天，彭教授你已经不是
“学术浪子”了，而应该说是，用我的话讲，你应该是我们中
国目前人类学学科上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很多人不愿意我
评价我们中国中年以上的像你们这一代的人类学家，这就
大大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类学学派的建构。所以，我觉得你现
在已经不是一个
“学术浪子”，
而是一个学术大师。旅游人类
学这一块，你作为领军人物非你莫属。这次首届旅游高峰论

坛, 参加论坛的学术代表、专家学者、教授博士们很清楚地
看得出你这条线人员的结构! 你的老师格雷本，
世界一流的
或者是旅游人类学的创始人之一，再就是你本人和你同代
人，如杨慧、张晓萍，她们也是 Graburn 的学生，再就是你的
学生，你的博士生，或者是你的学生的学生。这就形成了中
把
国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群体。我很有幸能够和你合作，
这个以旅游人类学为理念和方法的高峰论坛办起来，创办
起来。就像你在开幕式上讲的，这是中国人类学或者是旅游
人类学在中国的大事情。而我们这个以旅游人类学为核心，
为理论基础的高峰论坛之所以能够创立，跟你彭教授的研
究、对金钟山的关注，有非常大的关系。在昨天会议的闭幕
式上我没有能够展开讲，
正因为有了你的研究，有了你对金
钟山的品牌策划，并把 Graburn 先生请到我们金钟山来考
察，所以才会有今天。你这个十年的成就应该很好地总结一
下。我今天想跟你谈，
是很难得的机会，你也有时间了，
我也
有时间了，
我们都静下心来了。我们所作的事情已经画了一
个句号。我们下面要做的后续工作把它做得更完整、更完
—高峰论坛以及一些相关的东西能
善。我们这次的会议——
够沉淀起来。那么我就想，
首先想问你的就是：你是怎么转
入到旅游人类学的？
彭：我想确认一下，我是不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第
一个以前做过专访，
再做专访的第一个学者？
徐：第一个。
彭：好，
那我知道了。
徐：绝对是第一个，而且也是我想根据您的建议, 对旅
游人类学这一块的学者进行系列访谈的开始。
彭：好，我知道了。十年前我接受你的专访，其实我是
很忐忑的。因为当时我们属于人类学的新生代，
一个四十多
岁人类学者的照片放在封面上，以我的经历和学历，以我的
学术研究为依据做专题，以及配有几十幅的照片，我很不
安。据我所知，
在中国的学术界也没有先例。这个是你开创
的一个东西吧。我也相信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学者会觉得
我们有没有资格被这样宣传。
徐：对，
我打断你一下。当时有很多人很犹豫。不愿意
或者不敢接受我的专访，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
彭：
对呀，
所以啊，
一般会专访费孝通这样的大家。其实，
我并不是大胆的人，
但是，
我之所以最后接受这样一个访谈，
我记得我大概属于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反正是前三甲之中。
徐：对，
前三甲。
彭：前三甲之中，
徐：第二个。
彭：然后还有一个黄泽。
徐：对。
彭：我是有顾虑的，但我最后还是接受了，是基于两点
考虑：一是我看出你的用心，我觉得中国人类学记录它的发
展，其实不仅仅是记录研究，记录中国在学科上的某一些变
化，
包括记录某一个学者的学术经历，其根据还是符合人类
学学理精神的，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我看出你的这个栏
目的用心。在那段时期，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中青年人类学学
者，他们的变化情况无妨成为“被解剖的麻雀”
。二是因为
你，我们是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朋友的事情，只要是正当
的，我一定会支持，哪怕我个人在名分上可能会有一些风
险。我觉得我们不妨这样去理解：
即通过这个栏目记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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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类学学者在改革开放以后，不管是通过西方的
学习，还是中国学科恢复以后自己的培养，以及用西方的理
论和中国社会实践结合的程度、方向以及范围，都通过你的
这样一个栏目的创立，有一个历史性的记录和反映，这个记
录和反映将成为重要的、未来回看中国人类学发展经历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所以我支持你，支持你的想法，认可
你这项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徐：
我插一句话。正像李亦园先生讲的，
我们的访谈录
就是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
彭：我之所以在那个时候用自我戏谑的表述“我是我，
我非我”
“学术浪子”
、
等，就是希望不被或少被误解为“纯粹
“标准的”
“真正的”人类学者。
、
的”、
徐：
对，
对，对。
彭：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我进入人类学是很早的。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
什么人类学学科。我 20 世纪 80 年代末去法国留学的时候，
国家教委在派出的文件把人类学当作“新学科”
。我是作为
公派去法国最早“新学科”的代表之一，虽然那个时候中国
已经出现了人类学的复苏，但所知者甚少。在专访中我为了
避免自己以后会被人家质疑，我用非常戏谑的方式把自己
作为一个 case 来剖析中国人类学那个时候的状况。虽然那
个时候已有少数在西方学习的人类学博士，但一定不是中
国学术界的主流。所以，
“我是我与我非我”、
“学术浪子”这
样的用语：一方面是自己对自己的戏谑；另一方面，也折射
出在那个时期中国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学术界的实际情状。
我们以现在来看，以我这个年龄段的，其实许多人类学者都
是外学科来的。我的这些用语给了我一种
“安全感”
，也把当
时的实情讲出来了。同时，
我也想表达其实人类学这个专业
本身就是多学科交叉的产物。经典的人类学家多数属于“我
，
这是常识。人类学包含了多学科的一个综合，最后才
非我”
成型、定型，这在西方人类学史中也可以看到这一变化轨
迹。
徐：
对，
对。
彭：后来有些人问，你这个“浪子”是什么意思啊，我曾
说我希望以后会有机会再来回答你的问题，你们才能体谅，
才能明白当时为什么用“我是我、我非我”以及“学术浪子”
。
总之，这既是当初我支持你做这个拦目的一种心态，也是为
自己、
为当时中国人类学的一种定位。从某种层面上，也透
露出我对人类学学科性质的某种理解。
徐：实际上呢，当时的学术浪子，我当时理解就是两
点：一点中国的人类学实际情况，进入人类学的人大都不是
所谓的科班出身，只有极少数人是科班出身, 大多数是从不
同的学科进入人类学的。你说的非常形象。我之所以非常认
同，我也是这样，我从来就不是科班出身，我是从历史学进
你当时也是在人类学
入到人类学的。第二个呢？我认识到，
的学科里面正在游荡，或者说叫做流浪。到底我在人类学定
位到哪一个方面去，这是我的理解。所以今天我还想借此机
会非常感谢你那个时候对我做专访的支持。因为那个时候
谁也不敢，周大鸣教授建议我做专访，但他自己却不敢呀。
他就讲徐老师我们怎么能够做专访，他说你去找费老吧，你
去找这些大师吧。当时我坚持认为，人类学是要发展的，这
一点可能是我的眼光吧，
所以我坚持要做。那么你们不肯做，
我就找一个外面的人来做。那黄泽都可以做了？你们不能做

吗？你是最开始的一个。所以我今天还是借此机会向你表示
感谢。从此以后就比较顺利。再做到后来，
有些人主动地邀请
我做专访，
这就是已经大不同了。所以到现在做了十年，
我出
了两本专访的书,《人类学世纪坦言》和《人类学世纪真言》。
包
教授，
她
括这一次来开会的黄萍（成都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说她是一口气把那本《人类学世纪坦言》看完的。
彭：所以，这就是我现在可以通过这次专访、通过栏
目，把当时那种情况、那种心情，以及我当时那种对中国人
类学发展状况的理解做一个完整的回答。因为“浪子”这个
词很多人会觉得是一个带有“非正统”
、
“非正道”的意思，虽
然，谁都知道是一个借用，
又不是说我什么。但是事实上这
个词在生活中间有幡然醒悟以后的一种“得道”含义。我甚
至也无法用几句话跟我弟子们说清楚。
徐：
也是一个烙印。
彭：
对! 今天，
我当然高兴地看到中国人类学虽然不再
举步维艰，却仍然处在发展中，仍然碰到各种困难，但是现
在在中国谈人类学，以及看到这么多年轻的人类学者、人类
学家的出现，真的是特别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也再不要用
“学术浪子”了。至于说我自己在这十年的变化，有几个依
据，或者是几个条件吧。一个就是如果说这几年我曾经致力
于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话，我先要说一说我与旅游人类学
研究的这个契机。首先，我是一个从来不把某一个学科当成
自己坚守的、
唯一的、
画地为牢的“地盘”
。我是一个从来不
会以某种学科身份约束自己学术兴趣的人，在这一点上，我
跟叶舒宪教授是很相似的。我认为知识学问既要在学科专
业上做深度的研究，又要有凌空于、超越于某一个具体学科
藩篱的那种知识整合和学术眼光。我不知道能不能达到那
么自如，
但我立志这样去实践。
徐：
可不可以说不在一棵树上吊死？
彭：比如对旅游的研究，中国的情况也跟西方人类学
我从人类学的角度关注中国旅游，
的情况是一样的。其实，
可以说从某种层面反映的是世界人类学家关注旅游情况的
翻板。在国际人类学界，
旅游人类学也是很新的。为什么人
类学家早期不太关注旅游，
或者不屑关注旅游？因为旅游在
欧洲是自己的传统，并不是像中国的旅游是在近二十年内
突然间冒起来的。欧洲不是。就旅游而言，
如果从旅行的原
生形态着眼，
只要有人类就有了旅行文化；如果从旅游的发
生形态来看，
古希腊就有了成形的旅游文化；如果从消费旅
游形态来看，18 世纪中叶的欧洲就出现了消费旅游；如果
就大众旅游的形态而论，它是现代移动性的衍生物，即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所谓
“现代性”的产物：一方面表明个人化
大规模“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产
物。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
旅游以其独有的方式成为世界上
最大的一种产业，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时尚。我最近在
《读书》
（2010 年第 7 期）上发表一篇文章——
—《走出来的文
化之道》，讲到早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希腊有一个叫保萨
尼阿斯的学者就写成了一部洋洋十卷本的 《希腊指南》
（被
认为是文字记录中最早的旅行-旅游指南），即使在今天这
个资讯高度发达的大众旅游时代，它仍可算是最全面、最完
整、最深入的
“旅游指南”
。可惜，
迄今为止，
绝大多数现代旅
游研究者和旅游教学工作者对此人、此事、此书闻所未闻。
保萨尼阿斯在《希腊指南》中充当一位真正意义上历史大事
件的“导游”
，
他带领游客和读者从雅典出发，结束于特尔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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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phi)。游客和读者跟随他游历古希腊各种重要的历史文
化遗址和景观。在古希腊就已经有旅游这个东西的。当然，
那个时候很多是旅行。旅游和旅行是两个概念。就已经有带
有旅游性质的旅行了。其实，
我们现在所说的“旅游”带有强
烈的西方模式。可是为什么西方的人类学界，时至 20 世纪
70 年代才进入旅游研究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早期欧洲，特别是从 17 世纪到 19 世纪中期那一段时间，欧
洲的旅游基本上是贵族旅游。贵族旅游有非常重的奢侈之
是一种贵族生活方式的一种特殊
风。就是摆阔啊，奢侈啊，
的表现形式。而人类学一直以致力于“异文化”
、
“原始社会”
和“前现代社会”的研究，欧洲的那种“贵族气十足”的旅游
自然很难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换句话说，人类学家会
觉得作为人类学这个学科很特定的素质，而贵族化的生活
方式跟人类学家所追求的品质是相距甚远。所以，
在很长的
时间，人类学家是不屑去研究旅游的。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大众旅游的出现，人类学
家发现大众旅游已经不再是一个少部分人奢侈的表现方式
和很小集团的那种显摆、
炫耀的东西了。人类学家开始认识
到，大众旅游的出现，将成为社会表达的一种主要的方式。
同时，它也将是改变社会发展、
政治经济，尤其是经济，改变
它的结构——
—无论是它的速度，还是它所起到的作用。这也
是为什么今天人们称旅游是“世界是最大的产业”的原因。
其实大众旅游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也可以称之为
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形态。人
类学家们觉得，这个时候人类学如果再不进入到旅游领域
研究的话，人类学就将失去人类学学科的应有责任。在这种
情况下，人类学家开始进入旅游研究，而且一进入就展现出
这个学科的独特品质和品性，就立刻展现出旅游人类学特
殊的表述风格和表达范式。
当然，另外一条线，从人类学的发展来说，因为它是应
用人类学的一个分支。人类学早期并不主张人类学的“应
用”，认为是人为“介入”
他文化的作为。然而，
后来应用人类
学就开始成为一个共识性研究，现在在西方有些大学的人
类学课本中，人类学传统的四个分支成了五个，加入了应用
人类学。总之，
这也跟人类学学科发展有关。这个我就不讲
了。所以，
西方的旅游人类学的出现也是很新的，
学科性的旅
游人类学一般认为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在这个领域中，
Nelson H. Graburn 教授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我在美国的时
候，读了一本书《旅游与人类学》，其中有专门介绍 Graburn
教授，
讲到了他在国际旅游人类学研究中的开拓性作用以及
他在国际上为培养旅游人类学新生力量不遗余力。
对我而言，我是一个从来就不甘于在某一个地方做一
个画地为牢研究的学者。近三十年，我一直在做西南民族研
究，关注西南民族地区的变化。我通过一个瑶族研究的案
例，发现在开始的 10 年间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
末）相对稳定，我们可以说属于“不变的社区”
，之后突然间
发生了急骤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彻底地改变原来看过去
基本不变的社会，可能是几百年所形成的这种稳定感，在近
20 年间突然消失。这自然会引起我的关注，
我要问为什么？
原因可能很多，或许是交通的改善、或许是电视的、信息的
进入、或许是民族地区民族的年轻人被送到汉族地区去接
受教育后带回去了其他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影响、或许是
国家力量的渗透等等。我会考虑各种可能性——
—究竟是什

么因素导致人类学所谓的相对稳定“异文化”社会突然就发
生变化。我也会考虑到会不会是时代的因素，
即移动性的一
种结果——
—大众旅游的出现。毫无疑问，
不管是交通的变化
也好，信息的变化也好，学生受到其他教育也好，还是行政
力量的渗透也好。其中，
两个因素最为重要：一个是西南的
多数小民族文化之所以得以遗存，重要原因是自然屏障的
保护；
这些自然屏障在今天已经开始消失，导致传统的较为
。一个就是移动性，
就是我们今
封闭的民族村落骤然“裸露”
（mobility）的出现,移动性
天讲到的新的社会属性“移动性”
不仅指人群的移动，还包括文化的移动、信息的移动、资本
的移动、
观念的移动等。而大众旅游集合了所有移动因素的
社会行为。于是，旅游就很自然地进入到了我的研究视野，
我想了解现代社会“移动性”给传统社会“稳定性”所带来的
后果。毫无疑问，大众旅游对传统的民族社会冲击是非常大
的。这其实是我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思考，
也是我去关注旅
游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算是我自己学术研究发展的一个
自我逻辑吧。具体地说，
就是要看现代社会移动性，包括大
小族群所带来的重大的，至少是对传
众旅游对西南小民族、
统社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力。
恰好在这个时候，
1999 年由云南大学人类学系、香港
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等联合主办的首届“旅游、人类学与中国
社会”
的国际会议。这是在中国第一次以旅游与人类学为主
题会议。大会邀请我去，我就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体会，写
了一篇文章参会。会议期间，我非常地幸运认识了 Nelson
H. Graburn 教授。其实，他跟我之前没有任何的联系，我认
识了他，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他就认我为弟子，他希
望我去伯克利。这个经历，
我在《旅游人类学》的后记中讲得
很清楚。当时，
他大概每年有三名在世界各地招收访问学者
的指标吧。他第一年给我。因为我要去巴黎大学，
我放弃了。
第二年，
Graburn 教授到厦门参加中国人类学大会，他又给
我带来了赴伯克利访学的表格，因为女儿出国在即，我又放
弃了。第三次再邀请，
我才成行。
徐：第三次是哪一年啊？
彭：2003 年。所以，我非常地感谢 Graburn 教授，是他
真正地把我引入到比较知识谱系化的旅游人类学学习和研
究阶段，我到伯克利就是跟他学的。这个过程和经历我在
《旅游人类学》后记以及 Graburn 教授为我《旅游人类学》写
的前言中有很清楚的表达。总之，我就这样被自己个人的经
历和 Graburn 教授带到了旅游人类学领域中去的。
徐：你现在还记得你参加昆明会议的那个论文的题目
吗？
彭：具体的题目真记不清了，得去查一下，应该是“体
验差异：
民族志旅游与人类学知识”
。
徐：发表了没有？
彭：发表了。那个论文集是中国最早旅游人类学论文
集，由杨慧、
陈志明、张展鸿主编。后来这个主题会议还继续
办了几次。我很荣幸，
我一进入这个领域就跟世界级的大师
在学，
我也很感谢他，
因为他的厚爱。近十年来，
我与他有过
不少合作，
我也带他去过中国西部的一些省区。在我的印象
中，只要是中国的事情，
包括主持、参加国际（比如世界人类
学民族学大会，
Graburn 教授和我为旅游人类学分会的双主
席，应邀出席国际旅游研究院院士会议）、国家、省级政府论
坛，组织编撰丛书（Graburn 教授和我共同主编《社会文化与

人
类
学
研
究

15

徐杰舜 / 问 彭兆荣 / 答:从“学术浪子”到学术带头人——
—访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

人
类
学
研
究

16

旅游人类学译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主持和指导
旅游项目，金钟山的旅游项目就是一个例子，对民族地区的
旅游进行实地调查和指导 （比如对贵州的民族旅游进行两
次实地考察，对四川鸡冠山的生态旅游进行实地考察，对广
西恭城的瑶族旅游示范区进行实地考察等）。Graburn 教授
成为我在旅游人类学前面的影子，我觉得只要跟着这个影
子走就可以了。他并不是教你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
这几年我也把自己的博士研究生送到伯
做。值得一提的是，
克利去，包括葛荣玲、金露，这些都是他帮的。他帮了我很
多。当然，我是这样理解的，一方面，他对我本人的这种关
照、厚爱是出于旅游人类学的学科考虑；另一方面，他希望
通过培养中国的学生，与中国的学者进行交流以达到对中
国的深度了解。我们相信像他这样一位大师级的人类学家
不会轻易的、随意的做任何事情。我希望我能够多多少少承
担一些中国旅游人类学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中介作用。
徐：从你讲的进入旅游人类学的过程和我觉得你对旅
游的认识是用了人类学的眼光。感受旅游对一个族群对一
个社会巨大的冲击，在这之下，你一定要寻找一个理论来进
一步观察、
进一步思考，为什么？因为这个旅游有这么大的
力量，过去人们为什么不能从旅游方面进行人类学的研究
呢？就是好像它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不值得人类学家
我们中国的学者很
关注。而在西方人类学转型的过程当中，
快地跟上了这个步伐，可能是跟上的一个最快的人类学学
科，在这个当中，你很自然的、以你很扎实的人类学的理念
和方法上的研究。你不是最早的，因为最早的是陈志明、杨
慧等他们举行了这个会议，好像是在 1999 年或者 2000 年。
以后，你能够成为中国旅游人类学界的领军人物，这跟你原
来的基础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还有你对中国人类学学科
的发展，或者对旅游人类学的建构起了作用。所以你刚才讲
的我很感动。你肩上担负着旅游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责任，
这个责任可以通过这次旅游人类学高峰论坛可以看到。就
算那个 2000 年开的会吧，
整整十年。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建
设，我觉得你的建设是多方面的。教材的建设、
学生的培养，
这是两大块。
彭：
你是指我自己的研究和带研究生等方面的事吗？
徐：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是不是下面介绍一下你在中
国推广和发展旅游人类学做哪些实践。首先我觉得是教材
的建设，著作的出版，学生的培养，再就是到中国各地的实
践，我想你把这几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彭：其实我个人一直希望能够做到无为而为。我不是
一个刻意做事的人。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很随意的人。我明
白，在中国从事旅游人类学我算比较早。而且，我也愿意为
中国的旅游人类学在未来的推进过程中做更多的事情。我
刚才讲了我不是很刻意去做事情，但是我会想好了、有目标
的去进行。我通常不会有什么热闹的地方去凑热闹。我可能
会在很安静的地方去寻找一个领域去学习、去开拓，并因此
享受劳动的快乐。我刚才也讲了我进入旅游人类学，
除了我
个人因素，除了老师的带领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我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关心；因为我一直是做人口较少民
族研究的。不管她们是中国 56 个民族中的一个也好，还是
作为文化多样性的一种也好，
都需要格外地呵护和关照。我
一直都是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我们把民族和族群视为“文化
物种”，那么，我对中国大的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不担心，

比如藏族、
蒙古族、
回族、
维吾尔族，我不担心外界有什么变
化能够根基性地摧毁这些民族的文化；因为大的民族有自
己的文字系统，有非常坚强的、强大的社会机制、强大的传
统力量、
优秀的精英团体，
这些民族有足够的能力来抵御外
来力量，
应对各种变化。而那些人口较少的民族，他们的文
化之所以得以留存，主要靠自然屏障，特别是西南的那些人
口较少民族。他们本身是很脆弱的，民族和文化自信心不
强，
当自然屏障消失的时候，
他们立刻就面临着像一些生物
物种那样，突然间换一个大的环境，他们会有危险的，就有
可能消亡。比如瑶族有很多小支系，这些小支系在短时间
内，突然之间受到巨大的外来影响，它们可能手足无措，大
的社会变化可能使这些小族群失去文化之根。在一些发展
中国家，
由于全球化，
包括大规模的旅游致使它们的族群认
同很快消失。其实我的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实践目
标就是观察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在现代移动的作用下的情
况，具体地说就是看它们具有什么样的应对，或者抗拒能
一
力。这是我的初衷。我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一直是实践性，
直是跟某种社会关怀结合在一起的。
在学科建设方面，现在中国各个综合性院校大都有旅
游系，主要进行我称之“短线研究和教学”，包括旅游管理、
导游培养和培训、
酒店管理、
景区规划、景点设计等，这些专
业的相对容易引进的西方的模式，包括设计模块、操作模
式、数据分析等。而旅游人类学做的是中、
长线研究，
这在我
国还相对缺乏，
比如说大众旅游对东道主社会，尤其是民族
地区的影响，包括其社会结构的变化、生产生活方式的适
应、价值系统的变化、
认同的变化、社会性别的分工情况、安
全和预警问题等等，我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更为
重要，
应该大力提倡。在学科上，我认为现在更需要发展旅
我会通过我自己的讲学和教学，通
游人类学。至于我个人，
过我对学生的培养尽自己所能做些事情。我相信静静的努
力会带来小小的结果。学科上，基本上我是三线并行：一是
将自己的所关心的问题和旅游人类学的理念结合到具体的
项目课题中去；
一是致力于培养一批博士研究生；一是进行
学科上的学理研究和学科的“中国化”问题，著书立说，同时
与旅游人类学的同仁，包括张晓萍、杨慧、宗晓莲、孙九霞
等，
包括一批国外学者的合作。
徐：
宗晓莲后来到哪里去了？
彭：
她在日本吧。她嫁到日本去了。不过她一直没有中
断研究。我当然也清楚，现在在学科上大力推动的时机还没
有成熟，
提出任何“口号”
也没用。有些学科动不动就喜欢提
出口号，创立学派，我认为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时候，
“ 说”不
是最好的方式，
“做”是第一位的，当你静悄悄地去做一些事
情，
当这些事情慢慢成型，
铺垫到一定的时候它自然就出来
了。这几年我除了自己研究外，
还在做些教材编撰工作。这
个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我用力、
用心去培养我的
弟子，
学科无论如何发展，
终极还是要有人才。中国旅游人
类学未来要发展，没有这方面的专才是空话。我们可以在某
个学科发展前期，做些“敲锣打鼓”宣传，可是，真正树立起
来的学科，
还需要一大批学科方面的专门人才；如果没有专
门人才，仅仅靠“鼓吹”力量是很弱的。这些年来，我的博士
研究生、博士后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我鼓励的、引导的，
有些被我送出国，其中有在澳大利亚的、在美国的、在法国
的、在英国的，他们中有一部分开始进入到旅游人类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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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今天他们已经初步成材。在这次会
议上，我相信各位代表都看得很清楚。这批年轻的博士已
经体现出专业研究上的素质。
徐：是，起点都很高。
彭：可以说他们是我用心培养和他们自己努力的结
果。这大概是我十年来所做的三件事情：一是自己著书立
说，包括教材建设；二是在参与社会实践；三是用心于学生
的培养。
徐：你这个非常重要，你这是一个长远的、具有战略性
的措施。不像我们中国人类学目前的状态，
在人才培养上还
没形成一个强大的势力，一个传统，还有点分散，包括我们
所涉及到的学科，但是你在旅游人类学这一块，确实在将近
十年的时间里面稳扎稳打, 用心地培养了一批年轻的人才，
这个为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你这三方面做的好，这其中一个问题能不能讲
的更具体一点，就是你对旅游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能不能介
绍一下？
彭：好，就个人的研究，自从从我在伯克利写完《旅游
人类学》，以及很快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以后，这本书在学术
界其实产生了大的影响，有些大学把它作为研究生必读的
教材，其实我自己对这本书并不是特别满意，因为这本书我
知道是中国境内最早建立旅游人类学学科的专著，但是它
毕竟是我在美国学习、消化、思考以及意见相结合的一个产
我希望此书在再版时
物。其中在专题和中国化方面有缺失，
能进行弥补。具体地说就是如何在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结合
的这一方面要有独特的见解。当然，中国的实践是一个很宽
的东西，至少对我来说，必须结合中国相对典型的人类学案
例与旅游人类学结合，
进行拓展性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不
仅是介绍西方人类学的内容，而且我们需要西方旅游人类
学与中国现实、中国经验做一个检验，要产生具有中国式表
达的旅游人类学。我在我的《旅游人类学》中没有达到这个
目标，甚至没有很明确的预期。最近这几年我感觉到这个问
题。比如说我在广西的秀水村，我是追踪到这个村庄的，我
也在多次的会议上、甚至在文化部召集的专家组上我也讲
那个，在秀水村这个案例中我提出跟旅游有关的“家园遗
产”概念和模式。希望通过一个中国的案例，用旅游人类学
的知识去做一些阐释，
这个是这本书上没有的，是我现在正
在做弥补工作。第二个我也觉得在当时我这本旅游人类学
这本书里头，我并没有把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无形
遗产带给现代旅游的关系写进去，以及所带进的各种各样
的理论范式的讨论，我并没有特别的论述。其实，遗产与旅
游是一对孪生子，特别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实践中，我们中国
今天所面临的大众旅游、
遗产旅游并行的时候，我们很清楚
地看到两者之间的脉络关系。而我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旅
游人类学》没有一个专门章节的介绍。我现在做的第二件事
情，从遗产的角度来研究旅游，遗产旅游是世界旅游中间一
个主要的东西，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
“家园遗产”
。试图对中
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面临大众旅游的时候，他们应该如何
去选择一个策略性的东西，
以及相关理论思考，包括我最近
连续提出家园遗产、博物体等。我不太主张博物馆，因为那
是西方的东西，西方的理念和模式，现代博物馆甚至带有殖
民主义的色彩。我主张用“博物体”
，虽然这种概念也好，这
种表达也好都是试验性的，但我希望将中国的和西方的东

西相结合，最终找出中国自我表达的概念、工具、范式和体
系。
最近这几年我更多的是把遗产和旅游结合在一起做，
大概就是这样。至于说理论上的一些探索吧，
几年来我在相
关的话题讨论上，
发表的文章来看，其实有相当部分是与旅
游有关的，
除了我在《旅游学刊》上发了几篇文章以外，其实
不是旅游专门刊物，
也有很多大量跟这个有关的东西，其中
包括我对中国旅游规划过程中的资源评估体系的关注、考
察和批评。我曾经在《中国可持续性发展》上发表了我的文
章，就是批评我们现在旅游所实行的资源评估体系，我认为
这个评估体系是有问题的。其他方面，包括从战略性、策略
性、基础性的角度，比较全方位的关注中国现代旅游，尤其
是民族旅游的发展，
包括丽江的“空巢”问题，像秀水村家园
的遗产问题，民族的无形遗产问题，我这次去日本开会，提
交的论文主要就是讨论我国西南民族地区存在的民族文化
遗产“被旅游消费”
的问题。遗产作为旅游消费的问题，
或者
说是一种客观的现象，
它可能潜伏着某种危机。这种迹象我
们是可以进行深度分析的。
彭：我们有几十年的交情，
共事。
徐：共事、
互补吧。刚刚你提到期待金钟山旅游研究院
发展，不要局限于金钟山。成为一个品牌以后，有了一定的
知名度以后，
我们可以金钟山研究院这个名称，这个实体和
别人合作。我们金钟山旅游研究院一定会在实践当中，
在大
家的支持下我把这个家园搞好，所以今天我觉得很荣幸，也
有机会我们面对这美丽的金钟山。
彭：我也希望这一次访谈能成为一个新的形式，
即不是
单纯介绍我，
而是与具体的事情、
事例、
事件相结合。
今天的金
钟旅游研究院成立和旅游高峰论坛开坛，
我们俩是始作俑者。
兰林友说我们俩是
“推手”
。
我们就学科问题、
旅游人类学在中
金钟山的品牌问题，
以及理论的地方性实践的
国的发展问题、
问题、学科与学科交叉问题--比如这次论坛的主题“现代旅
游与景观”
就有一个很好的尝试，
有一批很好的论文。我希望
我们这一次研究成果和建议能够在未来实现，
至少能够部分
实现，
那我们今天的交流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徐：所以我觉得我们会为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不
留余力，
Ok! 我们在这里谱写历史。
彭：希望我们共同努力做好事情。
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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