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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中国的水症候与认知危机：基于田野经验的散论

周雷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

Babelwriting. org 创建人

帕菲特富有想象力的研究框架和理论阐述直接启发我研究昆明滇池这个发展和环境案

例，正如我在三年多的研究过程一直所思考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不仅是滇池，许多中

国人都能感受到一个具有家园意义湖泊的沦丧，能否对这些令人心痛的案例进行一种新角度

的研究？要解释其中深层问题，探讨错综复杂的权力和知识关系网络，最好能找寻到一种新

的解决路径。

我出生在江西，都阳湖离我家里不远，儿时曾和外婆坐着乌篷船飘一个上午到达吴城去

看我靠在湖里打渔为生的叔叔：我所居住的县城有一条修河，为汇入赣江的支流之一，我童

年的水上娱乐时常在此：离我家不到 400 米，是一个较大的半人工湖一一白莲湖，有几个夏

天我几乎每天在里面潜水，它是我的“历史水世界”；我的老家有个湖泊巢湖，我祖父的家位

于项羽乌江自俐的芦苇地附近，那个县与马鞍山一江之隔，我多次从九江登船飘到自己的水

乡：随后我在滇池附近的昆明生活了近五年，有一年直接住在西贡码头附近……但是，我这

里提到的所有湖泊和水域都遭到严重的污染，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我们要认识到，中国在实现其现代性的过程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态压力，表现在水

方面的危机，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现代性症候，这些水危机体现的不仅是一种因为技术、生

活方式、规划不当造成的污染，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一种“欲望型痛疾”和“时间症候”。我知

道这种描述可能有些费解，我想用举例子的方式来阐述。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在反思中国的环境问题以及政策的生态性，在西方学术术语中，他

们把政府的管理系统和过程称为管治（governance），我们首先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理念、政

策、制度的集成，然后这些制度性的因素通过人的能动性在特殊文化场景的中国表现出来。

许多批评和分析都隐含着一种否定和建构的成分在里面，也就是说用一种观念和图景来否定

另一种，同时确立一种“自然而然”的新规范和新日标。 我们可以回想，在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根本没有什么有机、绿色、环保、生态等观念，恰恰相反，我们那时候要实现的四个现

代化，某种程度上都是和“自然”反着来的，带着机器、机械、科学的冷冰冰、标准化、规

模化的面孔。但是慢慢的，这种现代化开始出现问题了，首先当然是已经实现了这种现代化

的西方开始反省，最后再转移到欠发展和欠发达的国家。我们时常有感觉，好不容易找到了

发展和现代化的路径，速度也飞快，怎么最后发现效果并不好？中国在海外经常被人批评不

注重环境保护，有时甚至被说成是新殖民，国内的环境生态确实也退化严重，人们也没有因

此增加幸福感，这究竟是怎么了？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目前遭遇的许多生态困境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带来”和“构建

出来”的，我们现在去质疑的管治方法、治理方式、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科学系统某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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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都是和西方思维模板的“混血产物”。某种程度上，我们正经历着发展的“南辗北辙”，

也就是说，从传统的中国思维里，我们的文化天然具有许多生态性的因素，只是在现代化的

过程中，我们往往以西方的马首是瞻，弱化了对“中国本土”和“中国特性”的深刻体察、

文化守成和创新坚持，始终追逐西方视角或者说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观，最终产生了严重的

问题。

现代化的实现和后果，当然具有一些外显的特征，也有一些内核特质，我们在追逐“现

代”的过程中，很像夸父逐日，明知道很累，但还是仿佛着了魔似的追，最后渴死，辛苦军委般

吸干了所有的河流，化成邓林。同时，我们追逐的具体目标，很少有人去真正细心去阐释，

为什么要去追逐它，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我们城市化过程中，大

量吸收西方建筑元素，甚至一些西方的广场文化，小到一个建筑构件，都学习希腊、罗马、

巴洛克，但是很少有人讲清楚这种追逐背后和现代化以及中国的国家运命有何种关联？在现

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常“得形忘意”，或者“形意皆失”。

我们再来反思一段历史，这里我们不用去寻｜述大量繁复和冗长的历史，只需要用一些我

们学习的中学历史常识。我想用这组历史碎片来让大家反思，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一直想

富国强兵、摆脱奴役、追求一种小康社会，为什么这个过程总是跌跌撞撞，如此辛苦？这当

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认为，现代中国所遭遇的生态危机有着深刻的社会心理因素，这些因素和上文中的西

方和异族有着密切关联 。 我总觉得，中国人其实还是有些异族恐惧的，西方有个词叫

zenophobia （异族恐惧） 。 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经常遭受一种来自“异族”

的威胁，而在 1840 年以来，表现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异族”进攻，偌大的中华帝国被侵凌

得体无完肤，中国和中国人在其内心深处至少植根了两组词汇：“文化见鬼”（文化意义上的

“失魂落魄”）和“落后就要挨打”。 从内心深处来说，中国在现代化和实现现代性过程中，

很少时间是花在思考如何实现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更多的时候是想变得和欺负过自己的

“鬼”（夷人）一样，这种心理很有趣（也可悲），直到现在许多受到极为良好教育的中国学

者都在骨子里对西方形成终极认同，他们觉得只有在“国家心理图景”彻底西方化才能给含

蓄、良善、阴柔的中华母体文化一种空间和生存可能。于是我们屡次在现代化过程中狂飘突

进，多次对自己进行换血、脏器移植、切割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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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蘸王庙上猫将军。在中国民间，向来有驱邪镇避的认知传统，如在庙强上吞噬对面“妖

风”的这些陶瓷构建，这些器物用来建立一种内心秩序。在中国的近现代过程中， 一种基于

文化心理和文化认知深层的“见鬼和驱邪”因素是中国许多生态困境重要内因。从认知、意

识、心理层面的构建和秩序整治，是解决中国生态困境的重要路径，否则我们将长时间受制

于一种“现代化想象”和“发展谶纬”当中，深陷而难以自拔。周雷 2009 年 11 月摄于昆明

滇池北岸。）

我们应该大约记得中学历史中的一个段落，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

本主义利用战争期间西方的相互杀戮，有一次短暂的“野百合的春天”。很多历史家都是从资

本主义、西方化、现代化的思路下去思考这类历史，甚至走得更远去中国的历史中寻找早期

资本主义的萌芽，我认为这种思维本身就具有相当深刻的“见鬼”心理。在我看来，其实在

这段时间里，中国或许是真正在现代性的这场时间游戏中万劫不复，原因之一是，我们在这

个时期开始损失一大批具有中国特性的“社会构件和思维构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昵？我所

说的“社会构件和思维构件”，指的是我们从这个时间开始，经历着中国文化、思想、社会阶

层的迅速西方化和范式转变，也就是说，那个《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梦溪笔谈》《水经注》

《本草纲目》式的中国和中国人在肉体上消失了，代替他们的是缤丝厂、面粉厂、造船厂之

类工业化和现代化机器里的产业工人和现代城市市民，也就是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嘲讽

的城市人和现代性。

请读者仔细想想近期发生的一些新闻：现代城市集大成者的上海，开始重印一种开明国

语读本，大家开始着迷一种褪色、手工、诗意的语言学记忆。不仅如此，我们看到 1900 年左

右的中国城镇照片、书本、生活器具、农村的小物件、农具都觉得有种独特的时间美感和美

学质感。把这种“怀旧”和中国当下实现现代性的过程结合更紧密些再举个例子，我们现在

的都市管理者都看到了传统的重要性，开始大规模仿古、造旧城、建假古董，可是我们发现

对于古代的模仿现在基本上不可能了，因为要实现这些效果的微观技术伴随着那些活生生的

中国人和中国思维都消失了，从肉体上物理上消失了，我们的许多中国独门建筑技艺也许只

能在日本，甚至柬埔寨和缅甸才能找到一一在中国“文化见鬼”的那一刹那，我们把自己的

“魂”给吓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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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桥艳柱：这张摄于上海淮海路附近的建柱，揭示了中国人生存语境的某些吊诡之处，

一方面是极为“现代”的上海，中国城市成为各种器物意义上的活体陈列馆和“奇观城市”，

另一方面，在心理深层，这个城市仍然具有许多根深蒂固的中国特性。图片中所摄的立交桥

蘸柱，据当地人描述，是因为在建筑时期，工程打钻经常失败，后来懂得风水的高僧指点，

这里住着一条麓，必须在它离开的时候施工才行，最后依计行事成功了，但是高僧不日而亡，

人们为破诅咒和风水改善，给柱体周身包上撞。 周雷 2011 年 4 月摄于上海）

水症候与认知危机：学术假设和民族志举证

需要说明的是，我这里面做的一些陈述有些是有证据的，有些是属于个人的猜想，属于假想

性的。可以这样理解，我给大家看的照片是眼见为实的部分，我说的解释的是耳听为虚的部
L丛

/ J 。

这张照片是我 2009 年 7 月份在滇池拍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滇池污染。

我在写滇池污染的时候，实际上是把滇池污染当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实验室，我看污染是在一

个大的历史当中怎么被放大出来，它的各种知识如何构建，如果有一个源污染，是否有一个

认知原型，是否有一个元认知模式，所以我试图在污染当中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些声音

是如何被遮蔽，如果被遮蔽了，是通过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这张照片是我们经常吃的一道菜，叫韭黄，如果不把它炯黄的话就是韭菜。如果不割韭菜的

话，一年可以割两茬到三茬，如果割韭菜的话，一年就割不了多少了。这是在滇池边上的村

庄，他们靠韭菜和韭黄为生，这个产业至少有二十到三十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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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西南大旱的真正原因已经被这个标语深刻揭示出来了：“和传统的昨天告别，

向规范的未来迈进”。 周雷 2009 年 7 月摄于昆明滇池南岸。 两周之后，这个写满标语的墙，

以及周围的附属建筑，全部从肉体上消失，环滇公路将大量耕地和滇池旧景，联同城中村之

类的建筑整体消灭。 从社会学意义上，它造就一个阶层的重新流动和身份再造。 ）

（昆明滇池附近的壮阳物一一韭黄的采摘和处理点，流淌的污水河，原来是清水涟漏的

饮用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整体污染成为偶尔相对清澈的污水沟，种植韭黄和韭菜需要大量



I. 南京大学 京都大学社会学·人类学博士论坛

化肥和农药，这些污染物重新流向滇池，同时滇池的污水再通过沟渠返回灌溉农田。停在一

旁的汽车将这些蔬菜运往北京、上海、广州｜一带的超市，有些据农民说，运到了香港。周雷

2009 年 7 月摄于昆明滇池附近。）

（昆阳海上的航海者：这是我们向一个现代化方向前进的必须方式吗？被整村拆除的滇

池北岸村落，某些村落是了解中国清末社会的绝佳处所，距离此不远是那个云南人引以为傲

的航海家郑和和他的故里 昆阳。一度，昆明的滇池被称为昆阳海，更早期的当地彝族人

称呼滇池为谷俄罗多海。 2009 年 12 月，周雷摄于昆明。）

为什么我在讲水污染的时候提到韭菜和韭黄？这里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在一个城市污染

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的组织架构和个体的微行为当中存在联系。韭黄和韭菜虽然在滇池生长，

但是被卖到北京、上海、广州甚至香港。城市污水通过排污管道进入湖泊，再回到灌溉区灌

溉了这些韭菜，大量的化肥和农药回到滇池，这些被公众认为吃了可以壮阳的东西再返回到

城市和城市化过程当中。

我们是否看到城市化过程中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雄性假想？每个城市在做一个国际中心、

研究中心或者国际城市的时候，他们往往是基于雄性的张力，这是不是跟这个有关联？我们

在日常的行为当中，比如我们在任何一个北京、上海或者广州的白领，他在一天之后会非常

疲惫，非常劳累，他们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污染当中有一些小的行为和

认知原式如何放大一个社会的集体症候。

我们再想想另外一种解释。首先我觉得中国的社会病态存在身体意义上的泛化。我们看中国

城市的危机，单看水的危机是不够的，这里需要有医学和人类学的视角。我们在把中国文化

当成一个身体和病症的时候，我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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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假说，前面己经提到，我在此再作简单具体分析。中国人都有《水经注》式的环境和

认知模板缺陷，当然我是基于本体的认识来说这番话，没有太多证据 。 人类学有一种方法是

自我民族志，就是把你自己的经验当做一个数据库来反思个体生活的经验有何意义，任何一

个中国人基本上都有一个经验，他生活的环境曾经都是有水环绕的，或者是一个非常好的生

态环境。我们在看《水经注》的时候，或者早期中国文献的时候，已经构建了一个生态意义

上非常完好的中国 。 而这个认知模板被我们的教育过程强化了，大家想想，中国以水或者以

三点水命名的城市的名称或者区域的名字有多少？你再看那些地方是不是真的还有水？如果

有水的话，看看你周围的城市己经污染到了什么程度？我们经典当中原典型的中国已经消失

了，必须在你的认知当中纠正过来，就是中国已经不是我们古书里面和任何一个汉学家能够

描述的，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认知缺陷，不要有假想 。

第二个假说，中国是信风水的，有一些人是科学出身，他会说风水有一点的道理，但是他觉

得风水不是科学。 我觉得只要是中国人， 一般多少信一点风水。 而风水有一个特别糟糕的生

态效果，风水观在客观上让中国人从集体上和群体上好像可以修正自己的行为，就是说每个

人都有一个假想，如果外面大环境是污染的，我们幻想有一个办法可以找到一个抗污染的个

人独家秘方。 比如我们住的小区环境很好，我们会不断的谋求一个小环境的生态良好，我们

会找一些比较好的风水方案来“补或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我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方式，

即使有那么多的食品安全危机，中国的污染和环境也非常恶劣，但是我们如果在北京的某一

个很好的小区买一个房子，似乎抵消了一部分的痛苦。 虽然环境已经恶化到一定的程度，但

是我们仍然幻想，通过这种风水观的适度使用，甚至通过简单的装修来微调人的生存环境。

这样说来，城市的生态危机和认知的症候，其实是一种异形共构，我们发生在个体上的疾病

实际上也在城市当中体现出来，反之亦然。

接下来给大家看几张图片。这是我在四川成都拍的一个照片，是建在药店楼上的药膳，里面

所有吃的东西基本上都有医疗功能，所以我称之为 Foodci肘，这一个特别有趣的案例揭示了

我们中国人深信不疑的一种补的概念，通过个体的饮食来修正环境的概念。 这是一道菜，锁

羊茶香虾球，雄性迷恋确实是一种非常古怪的认知方式，大家回去想我们口常的饮食是不是

被医疗化了？即使你看任何时尚杂志，他搞的那些花花绿绿的生态饮食是不是也被医疗化

了？

这个地方不是农村，我说的农村是生态意义上的农村，这是一个绿色工程，这是我在西双版

纳原始雨林拍的一个照片，那个地方原来是原始雨林，现在做成了蔬菜棚，种豆豆、南瓜、

黄瓜等，统一被再卖到上海和北京。 你无法想像，在西双版纳已经很遥远了，似乎是最后的

一个方舟，但不是了，有人在那里包了地，把树砍了之后种蔬菜，然后再卖过来，我去的时

候看到他们在打农药，所以不是生态的，但是你会有一个生态假想。

这个照片是在德宏拍的，这个地方原来不种甘底，你去云南看的话，你把所有的植物象征成

一种生活方式的话，你会看到那个地方全部被工业化了。云南现在种澳洲坚果，因为臼领爱

吃坚果，种星巴克的咖啡豆，他们把这个地方传统的生态全部替换了，改种甘庚，种甘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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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就是造成地下水的污染，因为他们用的肥太猛了 。 我们作为城市的人品尝甜味的时候，

生态后果是留在当地的，当地人打井水越打越深，我调查的时候已经到 30 多米深了，出来的

水己经有咸昧。

（周雷 2010 年 12 月摄于西双版纳。 处在“热带雨林”的蔬菜地，这里生产蔬菜统一送

往中国的一线发达城市，许多承包者为四川和浙江的客商。 精明的生意人，己经利用了城市

人的污染恐惧，把热带雨林转为城市人的蔬菜基地一一当然这种蔬菜不是城市里老百姓消费

的日常蔬菜，而是吸收自然雨露的“高端有机蔬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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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都市的生态危机和都市人的生态认知，西双版纳的农民将大

象光顾的湿地转耕为蔬菜基地，为城市提供有机蔬菜。周雷 2010 年 12 月摄于西双版纳。）

结论

话题至此，真正的公共环境运动和生态革命的出路水落石出：那就是回到城市、回到都

市人、回到现代性、回到生活方式的反思、回到污染的元认知。未来中国城市的生态未来，

取决于都市人的自觉、自在、自为、自责、自律、自省 。

围绕着城市的现有格局，尤其是城市垃圾的“文明遗产”，应有更多的环境组织和项目进

入，不应停留在宣传栏海报和公益宣传上，应该通过设计、知识、技术、行为干预来整体修

正城市已经恶化的生态环境。

应该对上海世博会的城市主题进行更为立体、持续、深入的研究和知识传续。上海世博

会或许本应有更为独特的举办方式：将杭州、上海、南京的高铁系统，发展成为一个移动的

展馆输送系统、流动场馆和高铁媒体群，可以支持知识的共享、数据下载、搭乘时间的即兴

讨论和城市知识移动播放。许多在城市发展方面有独特传统和现代科技的国家可以沿着高铁

沿线铺设知识融合城市，如杭州、上海、南京、昆山、苏州、镇江等沿线城市都可以通过与

国外城市模式的知识融合发展成为一种不断生长的智能城市模式，并不断繁衍新的产业带、

知识生产中心、生活方式改良中心 。

中国在经济上最为富足的城市群不应仅仅进行基于硬件的海量投入，打造一个外表富丽

堂皇的列维坦式城市（巨兽式的城市），他们最应该最先发展成为一个城市的智者，而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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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断输出错误模板、破碎理念、低级欲望、 高度污染的生态恶源。

（周雷 2010 年 12 月拍摄于西双版纳一户农民家的白砂糖袋。虽然品尝起来是甜的，但

是不当的甘庭生产和过度扩张，容易产生许多工业化单一植物种植都会有的害处，它的“苦

昧”多半为当地农民承担。联系这一点，再来想想中国城市人群的代谢紊乱和糖分剩余

糖尿病和肥胖症的蔓延。德宏的当地人用味蕾来区分彼此和外地人：辣山头（山头指景颇族）、

酸摆夷（傣族）、苦保镖（｛栗｛粟族，许多食物有苦凉特质）、臭崩龙（德昂族，某些食物具有

“臭豆腐”的臭味）、甜汉人（汉族）。

（周雷 2010 年 12 月拍摄于西双版纳的一家村庄杂货铺 。 在满足了城市人的欲望和自我

生产之后，我们仔细看看他们日常的食物和消费是什么？这预示了中国生态、城市、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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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何种去向？）

（西双版纳的城市化未来是否只有这一种模式？周雷摄，景洪市郊， 2010 年 10 月 14 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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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最后这张照片取名为“丽江的今天，西藏的明天”：这个描述如果指的是自然，怎么

看都像是谶纬。当我 2004 年第一次来丽江的时候，我用北京的生存经验相比，感觉俨然一个

天堂。 只是在当地生活了二十年的纳西朋友告诉我，这算什么，你没看到丽江二十年前的样

子。 我在云南生活了将近四年之后，我对此深有感触，所以，为了弥补视觉误差，我在描述

丽江的时候，选择了一个更为原始的地域一一西藏腹地的然乌湖 。 周雷 2005 年 10 月底摄于

一次西藏的考察。 从这个冰川｜，我们来想念那个一度自然、封闭的丽江古城，还有巍然耸立

的玉龙雪山 己经离我们远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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