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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与定性：人类学与流行病学合作的维度之一
宋雷鸣 汪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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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化工具和程序采集数据；对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不同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必要时使用实验干预手段对控制组和

1. 流行病学的定量研究：流行病学既是一门应用学科，

实验组进行对比，进而检验研究者既有的理论假设［2-3］。这

也是逻辑性很强的科学研究方法，因此教科书上认为流行病

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多优势：首先，定量研究有具体、明确的操

学是一门方法学［1］。流行病学作为一门方法学，具有明显的

作程序，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标准性、精确性和可重复性，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学特征。必须指出，流行病学在学科起源

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次，擅长进行相关分析或因

和形成初期，其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是偏定性的。比如流行

果分析。如流行病学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易于发现

病学史上著名的约翰斯诺（John Snow）在研究伦敦霍乱时，

影响疾病和健康的关键因素。再次，对于既有的理论和假

不辞辛苦，挨家挨户进行调查和勘测，在地图上标志出霍乱

设，定量研究方法能够进行证实或证伪，从而不断对其进行

暴发的地形分布，发现一口水井为霍乱的大致来源。斯诺在

修改和完善。最后，可以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

对霍乱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实地调查的方法进

预测。比如，要对我国艾滋病疫情进行一个总体了解，并预

行探索性研究，而非统计式的还原和验证。而随着数理统计

测未来的发展趋势，离不开疾病监测和数理模型等定量研究

方法的应用，流行病学具有越来越鲜明的定量特征。1850 年

方法。

世界上第一个流行病学学会“英国伦敦流行病学学会”成立

2. 定量研究的不足：在科学研究中，任何研究方法都不

时，特别强调了数理统计应用于流行病学的历史贡献。实际

是完美的，研究方法在展现优势的同时，不足也将显露出

上，这一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流行病学学科的形成［1］。从流

来。定量研究方法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

行病学的学科发展历史来看，现代流行病学与数理统计的应

缺乏对事物微观层面的了解；在对事物进行相关或因果分析

用密不可分。学科发展到今天，按照研究设计类型，流行病

时，却不擅挖掘这种关系发生的动态过程及其作用机制；长

学可分为描述流行病学、分析流行病学、实验流行病学和理

于对既有理论和假设进行检验，而对于发现超越研究者经验

论流行病学四类。其中，描述流行病学通过现况研究、筛检

范围的事物，以及自下而上地建立新的理论观点却力不从

和生态学研究等，用“率”和“比”来描述疾病和健康的分布状

心；按照严格的操作程序，可以对相关行为进行精确的测量，

况；分析流行病学通过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等，分析和

却不擅长深入阐释这些行为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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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过程中，选择一些变量的同时，意味着对另外一些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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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很不容易的。

舍弃。人们之所以选择一部分变量和舍弃另外一些变量，客

（3）变量关系不足以展示其发生的机制和情境：另外，统

观上和研究者的经验有关，即研究者只能在自己的经验和知

计分析后所得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其内在机

识可及的范围内选取变量。从这一角度而言，定量研究是封

制是什么，定量研究的数字性表达也是无法说明的。比如根

闭性的，只能根据既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验证，而不擅于对

据定量分析，很容易发现贫困和艾滋病风险之间的关系，但

未知事物进行探索性研究。

对于贫困如何加大了艾滋病感染风险，还需要进一步说明和

同时，为了更精确地测量所选变量之间的关系，定量研

解释。再如，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美国的婴儿死亡率，

究还会尽可能地对相关环境进行控制，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

黑人是白人的 2 倍左右。流行病学家分析了多种变量与婴

扰。人们总是生活在自然情境中的，那么这种截取和脱离自

儿死亡率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年

然情境的测量能否实现，以及研究结果是否存在简单化的风

龄、婚姻状况、家庭暴力、生育控制、吸烟、营养和产前护理等

险？流行病学研究涉及复杂的生物、社会和文化内容，因此

等。基于定量的方法，流行病学家可以通过控制其他变量来

研究者在选择变量时，不仅需要专业的医学知识，还要对相

逐一分离出各个变量的具体影响，发现上述的每种变量都与

关的社会文化背景有较为充分的了解。由于不同的社会文

婴儿的死亡率差异存在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上述的众

化情境具有不同的重要变量，源于某种社会文化中的研究工

多变量是共同起作用的，变量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和发生作

具不能简单移植到另外的社会文化中。在这种情况下，研究

用，需要联系黑人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进行整合分析。因此，

者必须在对具体社会文化有所了解之后，结合研究主题，提

有学者认为流行病学的统计分析忽略了两个重要层面：变量

取出“地方性变量”
（local variable），以制订合乎情境的、真正

关系之外的“更宏大的图景”，即将关注的现象与其他现象连

有效的研究工具。如何选取“地方性变量”，这需要定量研究

接在一起的更大情境；
“更小的、细节场景”，即关注的现象内

程序之外的工夫。

在的运转方式，以及他们具有的文化意义等［16］。若仅仅知道

（2）非量化内容及资料搜集的不可控性：定量研究力求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却不能深入了解这种关系发生的宏观

以数字的形式表现事物之间的关系，但社会生活中还存在很

情境和内在机制，那么也将难以制订具体和有效的干预策略

多不易量化，甚至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容，比如人的

和措施。

心理、情感和体验，以及各种人际关系、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总而言之，流行病学的定量研究存在着其本身难以解决

等 。虽然这些内容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可量化的人类行

的一些问题，必须借助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定性研究方

为表现出来，但是量化的行为测量毕竟只是表层现象，其背

法。定性研究的一些特征正好能够弥补定量研究的一些不

后蕴含的社会文化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和解释。比如，

足，实现定性和定量的有机结合，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艾滋病相关的行为与人们的信仰、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等不

问题。人类学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积极吸取人类学的定性

易量化的文化内容密切相关，若缺少这些非量化的文化解

研究方法，
将能为流行病学的定量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4］

3. 人类学的定性研究：有学者认为，定性研究是以研究

释，则对相关行为的理解将缺乏广度和深度［5-8］。
定量研究以实证主义思想为其哲学基础，认为社会现象

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

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主体和客体

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

是两个截然分开的实体，研究者可以采用一套测量工具（如

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

问卷和实验等）对研究对象获得精确而客观的认识。实证主

性理解的一种活动［3］。定性研究要求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发

义思想遵循的是自然科学理路，其极端的理想是像牛顿研究

生密切的互动，并且注重研究者在调查过程中的各种体验

自然界一样研究社会现象 ，这当然是难以实现的。流行病

等，从这一角度而言，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

学研究涉及各类人群和各种社会文化内容，不可避免地渗透

具。定性研究包罗万象，包括参与观察、实地研究、口述史、

着各种主观因素。尤其是在一些较为敏感问题的测量上，研

传记、常人方法学和民族志等，内容庞杂，缺乏统一的模式

究对象的心理特征、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与调查者的

或规范［3］。其中，人类学所采用的定性研究方法具有鲜明

关系等等，都会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造成偏倚

。庄孔

和突出的特点，成为相关学科竞相学习的典范。比如，目前

［9］

［10-13］

韶

在调查时发现，对于生育意愿的问题，答案会随着与调

社会学、历史学和民俗学等学科都产生了所谓的“人类学转

查对象关系的熟悉和深入而出现“只生一个好”、
“一男一女

向”，其实质是借鉴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对本学科的传统

最合适”和“两男一女最过瘾”的变化。还有学者描述一些针

议题进行分析。

［14］

对农民的调查是对胡乱猜测、胡言乱语和弥天大谎所进行的

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体现在“田野工作”和“主位

审慎收集、编制和分析，是对在疑心重重、备受胁迫但看起来

分析”上。田野工作一般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

温良恭顺的村民采访过程中易受欺骗的局外人回答所做的

进入某一社区，通过直接观察、访谈、住居体验等参与方式获

缜密记录整理

取第一手资料的研究过程。由于语言、生计活动、季节与社

。定量方法在力求覆盖较大面的同时，研究

［15］

者和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难以实现较为熟悉和深入的状态，

区周期等因素，理想的田野工作通常需要一年甚至更长时

因此要想排除各种主观因素的干扰，实现自然科学般的精确

间，以便深入和完整地了解当地社会［17］。田野工作是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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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个基本角度。

人类学家的前期必备训练，是人类学学科的核心内容［18］。田

（1）在研究广度和研究深度上的结合：流行病学的定量

野工作要求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密切交往，建立起良好的人际

研究可以采用抽样的方法来选取一定量的样本，通过对样

关系，详细地记述被研究者的各项生活细节，从而实现对当

本的统计分析推论整体的情况，因此能够覆盖宏大的地理

地人或文化的深入理解。人类学田野工作善于在具体的研

或人群范围，在研究广度或覆盖范围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

究“点”深入挖掘的特点，被庄孔韶

形象地比喻为“鼹鼠”

势。人类学推崇“整体论”思想，在田野工作中力求尽可能

法，与覆盖较大地理范围的调查问卷定量研究方法（
“蝗虫”

全面地了解当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分析它们之间的各

法）形成鲜明对比。

种联系，从而获得对其文化的更深入理解，因此在田野过程

［19］

另外，在田野工作中，人类学者力求学会用被研究者的

中所能把握的地理空间和研究对象的人数往往较小。从学

文化观念去思考问题，从而达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这即是

科历史来看，人类学通常是以简单的部落社会和狭小的村

所谓的“主位”法。
“主位”法和“客位”法相对，
“主位”法强调

庄为田野点。虽然田野点狭小，但人类学家是在村庄里做

从具体文化内在的角度分析和理解事件，
“客位”法则强调文

研究，而不止是研究村庄。通过对“点”的深入挖掘，人类学

化外部的立场和解释。对于同一问题，
“主位”和“客位”分析

可以深入讨论人性、宗教、政治和全球化等根本性问题，其

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并会实现有益的互补。但“主位”法

方法在深度上优势明显。研究广度与深度之结合，是学术

更注重和善于学习研究对象的文化观念，有利于更加深入地

研究的重要目标，两学科在研究方法上的各自差异和优势，

理解其行为特点。比如，食人行为似乎是较为“野蛮”的现

暗含着学科合作的巨大空间。比如，有学者根据中国人口

象，而在某些文化中，父母死后子女食其肉是孝道的表现，婴

普查资料在地图上绘制中国新生儿性别比分布概貌，用颜

儿死后父母食其肉是鼓励其再投胎于母体。若不从主位的

色深浅度表示不同区域的差别。在个别地方做过调研的人

角度去分析，
则人们的某些行为是不易理解的

类学家对实地情况较为熟悉，有时能够指出地图中某些地

。

［20-21］

总之，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偏重于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方所示和实际情况明显不符。在这种情况下，让人类学家

相比，定性研究具有以下优点：①能够对微观的社会现象进

参与，以及到相应地区去做专题研究，就成为补正宏观的定

行细致的描述与分析，便于表述一些不容易量化的心理、体

量研究之重要手段［6］。

验和文化等内容；②适合进行一些探索性研究，尤其面对陌

（2）在关注于事物不同侧重面上的结合：流行病学的定

生的社会或文化时，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可为以后建立明

量研究对于描述人们的相关行为具有较强的优势，并善于将

确的理论假设奠定基础；③更适合于动态性描述，能够较为

相关行为和疾病或健康进行因果关系的连接。但是定量研

完整地呈现事物的发展过程，具有较强的整体论特点；④注

究对于这些行为发生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也即这些行为背

重反思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善于从“主位”的角度

后蕴含的社会文化逻辑等，却不易进行量化的表述。比如，

出发来获得对研究对象的理解。

中国西南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共用针具吸毒的情况较多，基于

当然，定性研究的这些优点同时暗含着缺陷，比如不擅

定量的方法可以将其与本地的艾滋病感染相联系。人类学

长因果分析；不易进行覆盖面较大的宏观研究；研究结果缺

面对这一问题，则会更加专注于本地人共用针具的原因。本

乏代表性和可推广性；研究过程主观性较强，缺乏规范化；研

地一些族群在传统上有集体平均分享的习俗，人们打到猎物

究结果缺乏明确的评估标准等。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定性

后往往要与大家一起分享。不仅如此，他们之间的平均分享

研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 。但是，定性

原则还扩大到生产互助、集体帮工、财产分割和兄弟朋友情

研究之缺陷正是定量研究之所长，定量研究之不足正是定性

谊等各个方面。由此可知，相关人群共用针具的行为可能与

研究之优势，
两种方法的合作应成为学术发展的重要趋势。

本地族群的共享习俗、文化传统和生计方式等都有关联。对

4.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的基本角度：关于定性研究

这些山地民族共享原则的了解和把握显然有利于分析其在

与定量研究如何合作，学者们从研究设计的角度给出了很多

吸毒和艾滋病传播中的角色和作用，从而在顺应其文化脉络

研究方案。比如，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互补式”、
“同步进行

的基础上找到合适的干预措施等［23］。概言之，流行病学的定

式”和“系列进行式”来合作

量研究擅于以数字的方式对目标人群的行为进行测量，而人

［9］

；有学者提出“二阶段式设计”、

［22］

“主-辅设计”和“混合设计”的合作方案；还有学者将结合方
式划分为“整体式”和“分解式”，其中“整体式”又包括“顺序

类学的定性研究长于挖掘相关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这
两者之间的互补性显而易见。

设计”、
“平行设计”和“分叉设计”，
“分解式”又包括“混合式

（3）在具体研究中不同研究阶段上的结合：定量研究和

［3］
设计”、
“ 整合式设计”和“内含型设计”
。这些研究设计较

定性研究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研究逻辑。定量研究体现的是

为细致和全面地分析了两种方法合作的具体方式，包括研究

演绎逻辑，它从基本的理论假设出发，寻取材料进行验证，并

过程中两者的交互使用，研究结果上的互相补充和验证，以

可以将其推广到更广阔的范围。定性研究体现的是归纳逻

及资料分析中的互相融合等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给

辑，它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带着相关研究主题，而不必

相关研究者很多启示，这里不再详细阐述。文章仅结合人类

带有研究假设，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中，学习、理解和搜集被

学与流行病学的学科特点，探讨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结合

研究者的信息或资料，在此基础上进行提炼和总结。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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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方法更适合于探索性研究，定量方法更适合于理论假设

点，和流行病学擅长在庞大的“面”上进行宏观把握的定量研

的检验。在具体研究的初始阶段，先采用人类学的定性方法

究特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或差异蕴含着巨大的合

进行探索性分析，以选取相关变量、建立研究假设等具有重

作空间。在已有的研究中，流行病学已较多运用了各类定性

要的意义。在很多研究中，人们通常是根据既有的相关研究

研究方法，如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专题小组讨论等。另外，

或常识等建立研究假设，但是具体到某些较为陌生的人群或

定性研究中人类学相对擅长的民族志分析、跨文化比较、主

文化时，先期用人类学的定性方法进行探索性研究就显得很

位视角、影视手段和叙述分析等，对于流行病学的定量分析

有必要。比如当艾滋病问题刚刚出现，人们还不清楚艾滋病

也能起到较好的辅助效果［28-29］。我们相信，人类学和流行病

的病理及其传播途径时，必须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去挖掘疾

学在研究方法上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将成为两学科进一步

病产生的原因。经过一些个案研究后，研究者发现了艾滋病

发展的巨大动力和重要趋势。

传播的 3 种途径，于是就可以在了解了疾病传播途径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上采用定量的方法描述哪些人具有较高的艾滋病感染风险，
以及这种风险有多大等等。后来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又会

［1］Li LM. Epidemiology［M］. 5th ed. Beijing：People’s Medical

发现，艾滋病的不同传播途径中还可细化出不同的分类。比

Publishing House，
2003：
2-4.（in Chinese）

如在性行为中有同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而且这些性行为

李立明. 流行病学［M］. 5 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3：
2-4.

还可细分为不同的类型。这就需要在一些个案研究的基础

［2］Miller WL，Crabtree BF. Primary care research：a multimethod

上，将相关人群更加具体地分类，其中包括不同场所女性性

typology and qualitative road map［M］//Silverman D. Doing

工作者的区分、不同地区或文化艾滋病相关态度和行为的特

qualitative

点等等。在了解这些更加具体和细致的情况后，再使用定量

Publications，
Inc.，1992，
3：
3-28.

方法时能达到更加深入和有效的效果。可见，在研究的不同

research.

Thousand

Oaks， CA， US： SAGE

［3］Chen XM.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social sciences［M］. Beijing：

阶段，定性和定量方法的使用是一种交叉进行和螺旋深入的

Education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2000：5-6，10，12，477-

过程。尤其是在当前公共卫生项目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和跨

483.（in Chinese）

文化特征时，流行病学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和对象，定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 北京：教育科学出

量与定性方法的合作更为必要 。另外，当流行病学通过定

版社，2000：
5-6，
10，
12，
477-483.

［24］

量分析确认影响疾病的关键因素后，还需采取具体的干预

［4］Xie LP. The divergency and colliquefaction of empirical social

策略和措施，以改变人们的相关行为或环境。而风险行为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in methodology［J］. Lingnan J，1997（1）：

及相关环境的改变涉及更为复杂的心理、社会和文化因素，

56-60.（in Chinese）

这时也需借助定性的方法和成果来制定更加有效的干预策

谢林平. 实证社会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分岐及其溶合

略和措施。
在一项关于老年嫖客和低档暗娼性病艾滋病感染风险
的项目中，人类学者和流行病学者共同参与，一定程度上做
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尝试。项目点在中国西南某边境城
镇，项目开展前已有成员在该地做了长期的人类学定性调
研，这为本项目调查问卷的设计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项目开
展过程中，课题组综合采用了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参与观察
和民族志分析等方式。定量的问卷调查能够很好地呈现研
究对象的相关疾病知识和行为状况，而定性方法有利于发现
“人群”特征之外“组织”及其文化特点［25］。已发表的研究成
果显示，定量调查呈现出的研究对象性行为特点和关系特
征，与定性调查发现的研究对象具体的关系网络、汉人的家
族文化、本地的集市周期和当地族群的习俗等，能够相互说
明和补充［26-27］。
综上所述，近代以来的学科划分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细化

［J］. 岭南学刊，
1997（1）：
56-60.
［5］Wang XF，Wang N. Impacts of culture in the intervention activities
for high risk groups on AIDS［J］. Chin J Epidemiol，2010，31
（11）：
1235-1239.（in Chinese）
王小芳，汪宁. 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活动中文化的影响［J］. 中
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0，
31（11）：1235-1239.
［6］Song LM，Wang N. Self-fulfillment of people suspected AIDS
infection［J］. Med and Phil，
2012，33（1A）：
37-38.（in Chinese）
宋雷鸣，汪宁. 疑似艾滋病者的自我实现［J］. 医学与哲学，
2012，33（1A）：
37-38.
［7］Vincent R. What do we do with culture Engaging culture in
development［J］. Findings，
2005，
3（3）：
1-2.
［8］Gould H. What’s culture go to do with HIV and AIDS？
Why the global strategy for HIV and AIDS needs to adopt a
cultural approach［J］. Findings，2007，
5（7）：
1-8.
［9］Hu YH. Qualitative study：theories，methods and native women's

和深入，但同时增长的学科壁垒，客观上也阻碍着学术研究

studies［M］. Taipei：Juliu Books，
1996：2-3，122.（in Chinese）

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以问题为导向或以问题的某

胡幼慧. 质性研究——理论、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实例［M］. 台

些方面为导向，积极融合各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为新的学
术增长提供巨大的活力。医学人类学与流行病学具有相同

北：
巨流图书公司，
1996：
2-3，122.
［10］Eggleston E，Leitch J，Jackson J. Consistency of self-reports of

的研究对象，只是其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存在着较大差异，

sexual activity among young adolescents in Jamaica［J］. Int Fam

尤其是人类学喜欢在狭小的“点”上进行深挖的定性研究特

Plann Perspect，
2000，
26（2）：79-83.

·1180·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5 年 10 月第 36 卷第 10 期

Chin J Epidemiol，October 2015，
Vol.36，No.10

［11］Schroder KEE，Carey MP，Vanable PA.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s

［23］Zhuang KS. A probe into effective approaches to civil drug control

in research on sexual risk behavior：Ⅱ. Accuracy of self-reports

in the Yi Ethnic Region of Little Liangshan-on the development

［J］. Ann Behav Med，
2003，26（2）：
104-123.
［12］Stuart GS，Grimes DA. Social desirability bias in family planning
studies：a neglected problem［J］. Contraception，2009，80（2）：
108-112.
［13］Geary CW，Tchupo JP，Johnson L，et al. Respondent perspectives

in a new direction of visual anthropology［J］. Study Ethn
Guangxi，
2005（2）：51-65.（in Chinese）
庄孔韶.“虎日”的人类学发现与实践——兼论《虎日》影视人类
学片的应用新方向［J］. 广西民族研究，2005（2）：
51-65.
［24］Zhang KL，Liu M. The practice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n self-report measures of condom use［J］. AIDS Educ Prev，

in epidemiological studies［J］. Chin J Epidemiol，2000，21（1）：

2003，15（6）：
499-515.

72-73.（in Chinese）

［14］Zhuang KS. Silvery wing［M］. Beijing：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303.（in Chinese）
庄孔韶. 银翅［M］. 北京：三联书店，
2000：
303.
［15］Trostle JA. Epidemiology and culture（流行病与文化）
［M］. 刘新
建，
刘新义，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91.
［16］Hahn R. Sickness and healing：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疾
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
［M］. 禾木，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
心，
2010：
136-156.
［17］Zhuang KS. Introduction of anthropology［M］. Beijing：Renmin

张孔来，刘民. 定性研究方法在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J］. 中
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0，
21（1）：72-73.
［25］Song LM，Wang N.“Group”and organization：a dimension of
collabor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epidemiology［J］. Chin J
Epidemiol，
2012，
33（4）：439-441.（in Chinese）
宋雷鸣，汪宁. 人群和组织：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合作的维度之一
［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2，
33（4）：
439-441.
［26］Liu Q，Guo J，Li F. HIV risk and sexual network among the
elderly clients of the sex industry：the case of Guangxi［J］.

University Press，2006：
137-138.（in Chinese）

Populat Res，
2012，
36（2）：60-70.（in Chinese）

庄孔韶. 人类学概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刘谦，郭静，李飞. 性产业中老年客人群体艾滋病风险及性网络

137-138.

状况——基于广西某边境县的实证分析［J］. 人口研究，2012，

［18］Gupta A，Ferguson J. 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

36（2）：60-70.
［27］Song LM，Wang N. Anthropological Study Practice of Organization

基础）
［M］. 王建民，潘蛟，骆建建，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as Culture——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organizations of

2005：1-87.

low prices female sex workers and their clients［J］. Frontl

［19］Zhuang KS.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anthropology and the

Thought，
2014，38（4）：
13-16.（in Chinese）

other disciplines：Methods of“Locusts”and“Mole”
［J］. Open

宋雷鸣，汪宁.“作为文化的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实践——Y 市

Times，2007（3）：131-150.（in Chinese）

低价格女性性工作者和老年男客的组织文化解读［J］. 思想战

庄孔韶.“蝗虫”法与“鼹鼠”法——人类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
取向评论［J］. 开放时代，2007（3）：131-150.
［20］Wu RK. Discussion about“cannibalism”
［J］. Fossil，1979（3）：
9-11.（in Chinese）
吴汝康. 也谈“食人之风”
［J］. 化石，1979（3）：9-11.
［21］Li AM. Cannibalism of Primitive humans［J］. Study Ethn Guangxi，
1986（4）：81-87.（in Chinese）

线，
2014，
38（4）：13-16.
［28］Chen H. Anthropology and medicare［J］. J Guangxi Univ Nation：
Phil Soc Sci Ed，
2009，
31（1）：85-88.（in Chinese）
陈华. 人类学与医疗保健［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9，
31（1）：85-88.
［29］Zhang YC. Anthropology and public health：theory and practice
［J］. J Guangxi Univ Nation：Phil Soc Sci Ed，2007，29（1）：

李安民. 试论原始人类的食人习俗［J］. 广西民族研究，1986

48-57.（in Chinese）

（4）：
81-87.

张有春. 人类学与公共卫生：理论与实践［J］. 广西民族大学学

［22］Greene JC，Caracelli VJ，Graham WF.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mixed-method evaluation designs［J］. Educ Evalu
Pol Anal，
1989，
11（3）：
255-274.

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29（1）：
48-57.
（收稿日期：2015-04-02）

（本文编辑：
王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