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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之变：古浪及北京影像考察的一些反思
丛峰

概要

我的影像工作从甘肃古浪开始，近十余年又开始围绕和依托对平日生活的北京局部区域的考察展开。北京是

国家内部的第一世界，古浪是国家内部的第三世界，它们分别处于今天变迁的两极——一个是处于国家权力

中心地带的超级都市，另一个则是偏远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始终滞后于时代——但今天它也被不可阻挡的

浪潮所席卷，原本的闭塞状态走向瓦解，变化尤为动荡激烈。在对这两个对我的生活至关重要的区域的平行

观察中，两地多年的空间变化显示出某种彼此呼应，这并不是说两地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联，而是它们受到

同一股时代地质震荡力量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田野，贫乏电影，古浪，北京

丛峰

1 从一个田野到两个田野，再到田野统一体

我的影像工作是从甘肃古浪开始的，近十年又开始围绕和依托我对自己平日生活的北京局部区域
的考察展开。北京和古浪处于今天变迁的两极——一个是处于国家权力中心地带的超级都市，另
一个则是偏远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始终滞后于时代——但今天它也被不可阻挡的浪潮所席卷，原
本的闭塞状态正走向瓦解，由于旧有生活与外界的差距之大，这种变化显得更为迅猛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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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古浪处于同一个国家内部，受到同一股社会统治力量的驱动。北京是国家内部的第一世界，
古浪是国家内部的第三世界（2020 年甘肃省 GDP 排名中国所有省份末尾，古浪则是长期的国家
级贫困县，今年刚刚借“扶贫攻坚”的东风名义上摘掉了帽子）。国家内部的第一世界也同样需
要大量国家内部的第三世界的劳动力来维持运转，也在向国内的第三世界输出它的权力秩序，资
本，生活方式，和所谓“先进经验”，塑造和摆布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可以向第一世界输出的只
是资源，廉价劳动力，和自然风光。古浪当地曾有一个台商主导的劳务输出项目，叫“西才东用”，
即西部贫困地区的人才为东部发达地区所用，实际上只是向深圳、东莞等地台资企业输出廉价劳
动力的一个冠冕的称谓。“西才东用”，西气东输，这些形形色色的西部项目显示了特定地理位
置关系中暗含的贫富差异，表明廉价资源——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能源——的流动方向。

北京和古浪是两个对我的生活和考察都至关重要的区域，两地多年彼此平行的空间变化显示出某
种共性。
 
1） 自我怀疑与转向；贫乏电影 1.0

我之前完成的几部古浪作品都是住在北京通州期间制作的。我换了几个住处，搬家的频率大概是
3 年左右，几乎在每个住处都制作了一部不同的作品。这种变动大多出于个人原因，也让我注意
到整个通州区域的变化。频繁搬家使我意识到个人生活状态的不稳定，而每个住所对我的意义似
乎都只是一个剪辑室。我的工作以及我的生活，和我周边环境是无关的，因为我的关注点当时完
全不在这里。

在通州北苑的住处制作古浪黄羊川拍摄的《未完成的生活史》(2011) 期间，我开始留意到自己居
住的周边环境的剧烈变动。马路对面一大块由南北东西各两条马路围出来的平行四边形区域，原
本是几个老的国营工厂和家属区所在地，也是通州回民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在我搬到马路对面
的一年内逐渐成了门窗洞开的大片鬼楼，变成了要整体拆除的废墟。这种拆迁的工地当时在通州

《地层 1》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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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随处可见。一年内断断续续的观察使我意识到，为什么不应该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周边
发生的种种变化作出回应？这同样是现实，而且或许更有普遍性。不能对身边的、日常的、每日
发生的现实做出一定回应，是一种媒介性的失职。在剪辑《未完成的生活史》的过程中，反思日
常性的同时，我也开始质疑过去在古浪黄羊川使用的那种被动跟随的工作方式。

我感到了一种贫乏电影的需要——就是回到身边和日常中来。所以一边剪辑《未完成的生活史》，
一边开始半自觉地时不时去这片住所马路对面的废墟做些考察和记录，开始设想用何种方式利用
这片废墟展开拍摄。随后有了《地层 1：来客》(2013) 这个作品，它的主要拍摄场地就是这片巨
大的拆迁废墟。这片区域拆除的目的很快就明白了：要修建通州的万达广场。《地层 1：来客》
依托我周边环境的变动进行了一番延伸考察，它是我的探讨当下社会空间变动的“地层”系列的
开始。

这个时期我提出的贫乏电影的主张，可以算是贫乏电影的 1.0 版本 ，意味着拉图尔所说的 “返乡
的人类学”：从一个遥远的地域回到庸常环境中，去发现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构造的震荡，这是一
种不挑剔现实的人类学。拉图尔提出一种“对称性人类学”，也就是：“对于称自己为‘现代人’
或‘发达的’人，和被称为‘前现代’或‘不发达／落后’或‘古老’的人，使用同样的人种志
方法……”。从遥远的古浪回到日常生活的北京，该如何进行同样的考察呢？

《 地层 1》剧照

我想这一对称性人类学把传统意义上关于他者的人类学，转变成包括他者和考察者自身这两者的
人类学，考察者所处的日常社会生活环境也同样需要被考察。观察的结果必须涉及和卷裹观察者
自身进入。考察者本人既是考察者，也是自己的考察对象，需要把自己的境遇对象化。

2） 共振地质学；平行的迁徙过程／两线工作的平行与交叉；贫乏电影 2.0

数年间，由于个人生活和工作原因，我在北京辗转数个住处，与我的不断迁徙平行，我的朋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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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们也纷纷离开黄羊川镇，调入古浪县城，买房，升迁，改行，过上和乡镇不一样的小城市生活。
2011 年后回到古浪时，周末县城的主街上时不时就能遇到熟人，因为县城很小，黄羊川时的邻居
可能又变成了县城里同一个小区的邻居。

2013 年，我们拍摄《地层 1》的北京通州北苑区域已经开始修建万达广场。同一年，我回到古浪
时，除了熟人和朋友们的生活变动之外，第一次明显感觉到县城空间本身的变化在加速，原本只
有几条街的老旧县城，开始大范围向周边膨胀扩张，越来越多的新地产楼盘项目涌现出来，大广场，
步行街，快递，这些原来没有的东西都出现了，晚上很多人在跳广场舞，充满活力的新兴小城市
生活气息很自然地流溢出来。就在这个时期，位于古浪北部腾格里沙漠南缘戈壁滩上的移民区也
正在兴建之中，已经计划要将古浪南部山区的人搬迁到这里，这属于国家级的异地搬迁扶贫项目；
而在乡下，我最老的据点，黄羊川职业中学的老校园几乎彻底处于荒弃状态，已成危房的教室被
全部推倒，拆除的瓦砾就堆积在原来的操场上，到处都是荒草，校园大部分空地成了附近民房拆
迁下来的旧椽子和铝合金门窗的堆积场。

2014 年 8 月，我们搬到通州的第五个住处，东六环外的宋庄。2014 年底，北苑的万达广场开业，
当天人潮人海。万达广场对于这个区域原来的老国营工厂区和有历史渊源的居民区的替代，似乎
象征了一种力量的压倒性胜利⸺这股力量主要由资本来代表，由权力作为后盾来提供合法性，
这是资本主导的一种空间的变迁。同一年，古浪移民区中最早的移民点感恩新村落成，部分黄羊
川北山等地的移民开始迁入。

2017 年再次重返古浪时的感觉和之前天然之别。我原来熟悉的古浪、特别是南部山区，已经进入
了 2.0 时代。大规模搬迁已经开始，山区就要成为无人区，还有部分移民点也在修建之中。黄羊
川镇原来的老街以及街上多年的大片房屋店铺全部拆毁了，镇子整体向西边往县城去的方向移动。
之前镇上除了政府、中学和卫生院以外，全部是平房，现在已经矗立起了一个新的楼房住宅小区。
但镇上的人口明显减少，镇子变得萧条。从某种意义上，我也被迫地变成移民了，我在古浪的根基，
我多年的朋友们大多都到了古浪，黄羊川的熟人越来越少，回到这里感觉不再亲切，像是一个在
新时代中重返旧地的陌生人，没有太多可以留恋的地方了。

这之后的 2018 年，我们搬离北京通州，迁到海淀，西北五环外；同一年，作为资本胜利象征的
万达广场抵达了古浪所属的、距离古浪 60 公里的武威市，宣布开业。我曾在通州北苑感到的那
股撼动社会空间的地质力量，在继续它的扩张。

一年后，2019 年，我们原来宋庄租住的院子被拆除，房东把它重新翻盖成了二层工作室出租。当
时那条街上的几个朋友，由于不断上涨的房租和宋庄日益恶化的环境，都各奔东西，好几个人搬
到了更远的河北燕郊，被挤出了北京。这一年的夏天，我再次回到古浪的时候，山区大部分地区
的强制性整体搬迁已经基本完成，剩下的是仍旧抱有幻想的、继续观望的、坚决抵触的、或者没
有经济能力搬迁的人。

我在山区认识的人们的多年迁徙，主要沿着两条路线，这里可以看到由阶层和经济条件决定的分
化：我的朋友们，大多有公职，很多是中学教师，政府公务员，还有邮局职员，个体诊所行业者
如马大夫，这些人都迁入了县城，买房，有稳定工作和收入；还有部分过去的学生，在当公务员，
或者开小店，做个体生意，也在县城里面生活。有文化，受过教育，有公职阶层的迁徙路线主体
是从山区到县城。农民的迁徙大多与上面这条路线岔开：部分人在前后 20 年间自主移民到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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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地和新疆，但在当地落户很困难，有些不得不重返古浪。农民最终的迁徙路径主要还是去了移
民区，县城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即便是县城周边村庄里整体拆迁的农户，虽然通过拆迁补偿的
方式住在同样的县城楼房小区里，但因为失去土地之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没有稳定收入，光是
小区的物业费，取暖费，电费等等就成了一笔负担，生活窘迫。

比较古浪和北京，北京的空间变动更多以资本主导的形式出现，古浪的空间变动更多来自于政策
和行政指令的粗暴干预。两地的变化虽然各自独立，但并不是孤立的表现，它们似乎具有共振效果，
可以在同一个框架下进行比较。我们不是栖居在一片稳固的大陆上，动身去考察一个另外的孤立
的岛屿——实际上，我们是处于同一片大陆上的两个地点，虽然看似相隔遥远，没有关联，但同
一股地质力量制造的震荡贯穿了整片大陆，没有哪个地点可以幸免。

这种共振和对照，因为两地间的连接方式的变化，也在产生新的内容。

从物理空间上来说，我在北京 -- 古浪这两个空间之间的交通串联方式发生了飞跃：过去坐慢车 26
个小时才能抵达武威，现在坐飞机 2 小时、或者 7 个半小时的高铁即可抵达兰州，转车到古浪很
方便；兰州到武威的高铁预计三到五年内通车，横穿古浪县境内山脉的高铁隧洞已经打通并在施
工之中，这片原始地貌无法继续沉睡，不得不日夜承受新抵达的骚动了。两地间的交通时间的大
大缩短，也拉近了心理上的距离。

社交媒体的发达使网络空间一体化，串联更为直接，我和古浪朋友之间都有了经常的微信联系，
我订阅了一些古浪人自己做的公号。遥远的空间具有随时视觉在场的可能了。

贫乏电影 1.0 的诉求现在可以再向前走一步，把日常的和遥远的两个空间中的独立的工作汇编在
一起，形成一个统一体，形成一个相互关照的参照系。这就成了贫乏电影 2.0——在古浪进入了
它的 2.0 时代的时候，我的古浪工作、我的地层系列的发展脉络，也需要升级到 2.0 状态。我们
要考察的不仅仅是局部的地层，还要描述整体地质构造的某种特点。这是我下面工作的方向之一。
我们在异地寻觅自己的回声——这些回声中包含我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和质疑，异地也在我们的
本地制造出回声。如果去往另外一个地点的行为为本地获得了一个反向的视点，返回本地同样也
提供了更好地认识看清另外那个地点的可能。在古浪我得以反思北京，在北京我获得了观察古浪
生活的另外视角。我们不但在考察他者，也在考察自身，因此考察者周边的一切都被卷裹进这种
考察状态中来。

2 古浪 2.0 时代的空间观察；空间与幸福；不自然的空间

无论古浪还是北京的空间中都弥漫着一种驱逐力量——与雾霾类似，其效果是传统空间的瓦解，
空间的无机化。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在自己的土地上都失去了根基。空间不再是被动的生
活发生地和牢固的生活剧场，在时代剧情变化的同时，剧场自身也摇摇欲坠。田野本身变得动荡，
人类学的“田野”不再意味着一个稳固的不受外界影响干扰的场所。

古浪山区的剧变是本质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及其历史就此消失了，移民和移民区的未来仍旧叵测，
或许需要十年、数十年的时间才能使这里真正宜居，但故土的失去已经无可挽回。旧的生活解体，
新的生活还很渺茫。移民区的出现既是离心力的结果，也在制造离心效果，它的存在也影响到了
古浪县城的发展，由于人口向移民区的分流，以及部分县城人口的外迁，县城比前几年萧条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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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大夫的诊所》剧照

山区，县城，移民区，这三个对移民生活具有意义的区域彼此分割。实施移民搬迁的山区到县城
平均距离是几十公里，山区和移民点之间隔着山，最近的移民点到县城又有将近 60 公里远。整
个移民区由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的金大路沿线两侧延伸十几公里的十几个移民点组成，每个移民
点之间间隔不一，几公里左右，周围都是戈壁，北面几公里远就是沙漠，新开发的种植棚和养殖
棚区已经离沙漠不远。移民点内部的主要建筑就是由一排排新修的平房民居院落，只有绿洲小区
这个面积很大的移民点全部由楼房组成。

移民区生活和山区生活一个不变的方面是：常驻的是老年人口，青壮年像候鸟一样，春天出门打工，
春节前回来。作为国家级扶贫攻坚项目兴建起来的移民区，并没有使农民的经济状况有所改观，
有些家庭甚至因为这种折腾花光了积蓄。移民区的吃水问题，靠黄羊川附近的曹家湖水库引来的
水勉强解决了，但没有灌溉用水，可耕种的已经开过荒的熟地也几乎没有。从古浪东面引黄河水
到移民区的灌溉工程目前已经开工，能否长远解决水源问题，最终的灌溉成本如何，还无法确定。
政府资助各农户家庭在移民区周围集中搞种植温棚和养殖棚，这需要相当的经济实力，大多数农
民负担不起。现在最根本的问题是，移民区无法在本地解决移民的生存问题，出门打工仍旧是移
民家庭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经济来源。

移民能否适应新的移民区的生活？

我一个在移民区驻村扶贫的朋友，给我讲了“兜底户”的例子。“兜底户”就是没儿没女只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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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口或一个老人的家庭，他们被统一安置在绿洲移民点里的同一个小区。这些兜底户有些人早上
起来上厕所，就跑到小区对面的树丛里去解决，只是为了节省每月要掏的水费。另外一个事实令
人震惊：绿洲小区 2019 年一年内，有 8、9 名老奶奶和一个年轻媳妇跳楼自杀——这让人联想到
富士康的连环跳，虽然没有直接关联。这是一种无法适应新的空间、新的生活方式的极端反应，
对空间产生的排异。一个移民家庭几乎两三代人才分得一套房子，楼房逼仄的居室空间和过去山
区简陋但宽敞的院子有着强烈反差，也缺乏发生家庭矛盾时相互规避的空间。和农民的经济能力
相比，楼房生活的成本比起过去提高了不少。老奶奶们跳楼这个事情令人震惊的地方还在于，这
是一种在过去的山区生活中几乎从未听闻过的死亡方式：我在黄羊川那么多年也没有听说过哪个
人用跳崖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这个新的陌生空间里，人不得不重新对生死做出新的安排。现在移民区的人如果死亡，死者——
尤其是老年人，仍要葬回山区老家的祖坟地中去。新的移民区还不存在与个人历史相连的空间，
人们心理上的归属空间仍旧是山区的老家，但是在人搬走以后，山上各个村子的房屋全部被拆除
夷平了，断绝了人们返乡的可能。

绿洲小区取“沙漠绿洲”之意，我的感觉是移民区更像孤岛。在山区，人和自然环境之间没有阻隔，
是自然有机的。现在，村庄里原有的人际关系邻里关系被拆散了，传统生活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
间的历史性联结也遭到破坏。移民们不得不面对重建这些关系的挑战。

作为个体生活的主观价值的考量，幸福不是和空间紧紧相连吗？幸福与自由关联，而自由又和空
间密切相关。我们是在现代性的框架里谈论“幸福”这个事物的。现代似乎总是被理解为一个物
质文明概念。它自身暗含了进化的意味，它预设了一个前提：幸福关联于进化，进化是幸福的前提。
政策措施并不考虑局部差异，个体差异和实际效果，只是强迫人们抛弃故土，进化到移民区的“现
代”生活。老一代农民口中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对现代幸福愿景的通俗化简略化表述，
但这个想象中的场景成为现实以后，落差却令大多数人难以接受。老奶奶们的跳楼事件回答了幸
福与空间关联的问题。

搬迁对于山区不同区域的人们有着不同的意味，很多人并不愿意离开山区，虽然这里似乎有着相
对严苛的生存环境。多年来施行的扶贫政策，空洞又逻辑错乱。黄羊川的北山地区过去人口众多，
进山一直是简陋的土路，每天只有有限的一些班车抵达，一旦下雨下雪班车就会停运。这条路的
路况常年没有得到改善，某些村子进村的路是村民自己开辟修建的。在大部分山上的人口迁走之
后，这里马上就要成为无人区的时候，却修好了一条水泥路。北山沟壑多，交通不便，完全依赖
雨水灌溉，农业收成没有保障，实施搬迁有合理性，但应该采取自主自愿的原则；至于黄羊川以
东的横梁、干城、新堡等乡镇，山势相对平缓，交通比较便利，完全可以在原有乡镇所在地附近
的公路两侧扩建居民点集中居住。因为多年来不断有人为谋求生路自发外迁，对于留下来的居民
来说自然环境等方面已经得到一定改观，很多人希望留在村庄里，一是眷恋故土，二是因为留下
比去移民区没有收入要好上太多。很多家庭经过多年辛苦努力盖了新房，还不到十年时间，就要
被迫抛家舍屋，离开故土，人们普遍难以接受的。这种撕裂家庭和村庄历史的离心力量，在本地
生活中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反应。

空间原本的凝聚力被破坏了。驱使古浪剧变的力量如同山洪，冲垮了山区的旧有生活，把人裹挟
着冲出古浪峡口，一路向北抵达戈壁，才最终停歇止步。山区相对封闭的环境，变成了沙漠边缘
的空旷荒野。从山到沙，沙成了一种象征：既意味着少水，也意味着依傍村庄团结在一起的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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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人与土地的关系成了散沙，解体了。

今天的加速对作为历史的时间和作为历史容器的空间制造了双重破坏效果。除绿洲小区外，其他
各个移民点都贯以“新村”的名称：感恩新村，圆梦新村，爱民新村，富民新村，富康小区，惠
民新村，阳光新村……这些地点不再像先民们最初定居山区时惯用的地点命名方式：比如打拉水，
井泉，新开路湾，韭菜沟，张家沟，王家水……等等，通常以自然环境、水源地和初到此地落户
的家族姓氏命名；如今的移民区地名和这里的土地没有任何关联性，意味着它不是从土地中生长
出来而是直接空降的，这和移民与这个区域的关系完全一致。这些地名代表了空洞的承诺，完全
被意识形态所决定。山区中的很多地名具有的历史意味，因为人的离开和实质性的山区生活的消
失，也将被抽空。

移民区这个新出现的地域空间，是山区生活消失后新出现的一个“不自然的空间”：我指的不是
自然之外的空间，更多是指人与空间之间的不协调关系。这是一个人为建立和开拓、但没有考虑
到人的切实需要的空间，实际上割裂了人和自然之间原本长期形成的关联，割裂了空间自身的生
命力与其中的人的生活历史相互浸润的关系。“不自然的空间”是一种不稳定的容器。它不是一
种过渡，而是一种断裂。“不自然的空间”的人为性质，让它更为不可控，不可预知，充满偶然性，
也可能更具破坏性。它来自一种无关于历史的力量，甚至排斥历史。这样的空间不是人们为了生
存自发地组织起来的空间，根据居民生活需要有机扩展和蔓延出来的空间，是被外在力量主导和
操控摆布的空间。有机的空间转变为无机的空间，即完全被行政指令、社会权力或私有制分割的
空间，丧失了自然连续性。

搬迁区域的很多地方施行封山育林，禁止进入，这带来了自然生态的好转，狼，狐狸，野兔，野
鸡等野生动物重又出现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相反效果：古浪近几年春天的山火不断，因为无
人区疯长的杂草缺乏牛羊的啃食，干枯后更为易燃，每年上坟季节更是出现多起火灾。适当的放
牧本身有利于草场的延续性，而且牧民可以为森林防火提供第一时间的报警。这种对于人与自然
之间的强制性切割，没有考虑人与土地之间的历史性结合。人的生存处境似乎并不在生态措施考
虑的范围内，虽然移民搬迁的口号是“生态移民”。自然和人被彻底对立起来：要么为了人的生
存发展，去战胜、征服、破坏自然，使自然完全客体化、对象化，对立于人的文化；要么为了所
谓的“保护自然”把人赶走，罔顾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数百年间和自然环境相互依傍的至关
重要的关系。

这里山地雨后的地面上经常会出现一种地衣类的野菜，叫地芥皮、地骨皮或地皮菜（我母亲告诉我，
这个野菜我们河北老家也有，他们过去也采过），本地人经常把这种野菜包在韭菜盒子里，或者
放在拌面的醋里，炒鸡蛋也很香。古浪的朋友有一次告诉我，地芥皮只有在有羊粪蛋掉落的地面
附近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只有借助羊肚子里的微生物的作用，土地里才有可能长出这种地衣。
本地的羊都是人工饲养的，可以看出人的生活方式已经与自然环境之间达成了某种默契合作。

3 新媒介与新田野：媒介田野

古浪的空间，古浪今天可用的影像手段、媒介手段几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农村里手机也非常普及了，网络和社交媒体为本地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使它看到了更多的外部
世界，也让地方在自己原有的空间里迎来了新的空间。新的虚拟社区突然加入到了原本封闭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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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社区里，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能。人们有了新的表达渠道，很多农民会通过抖音，快手这些平台，
分享一些本地食物，劳作场景，收获，自然风光的等方面的简短视频。

新的媒介手段也给人们提供了物理空间和村庄社区解体之后的新的连接方式。

我朋友老家的村子属于整乡搬迁区域，包括他大哥在内有十几户农民都不愿迁走。村里的民宅院
子都已经扒掉了，非常凌乱，人们只能勉强靠一些替代性的空间，比如过去年代的窑洞羊圈等居
住和生活，条件非常简陋。但是因为现在这里地很多，草长的也很好，养羊养牛不愁草料，经济
收入比原来好上很多，所以人们宁愿待在这里。过年的时候，遗留在村庄里的人们会全体在某家
的居所里聚会，共度春节，村庄人口的稀少反倒让留下的人比以前更亲密了。由于被划入了祁连
山自然保护区，林场的人经常来检查是否有人偷着放牧，甚至没收羊只。为了应对这个情况，羊
倌们在手机上组织了一个羊倌群，以便在发现来人检查时可以迅速相互通风报信，把羊只转移到
山里更偏僻的地方。这是新的社交媒介带来的一种可能的规避统治的游击策略，微信群发挥了消
息树的作用。

十多年前的古浪变化迟缓，在那种生活里，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影像是稀缺资源，农家堂屋中的
相框就是家庭神龛。那个时期，除了县里广播局的记者，我是所到之处唯一能够拥有摄像机，唯
一拥有影像权力的人。2005 年我第一次拿摄像机拍摄的时候，有个村子的人第二天专程跑过来看
头一天晚上拍的自己的影像。这种影像的稀缺性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由之带来的影像阐释关系也
发生了改变。借助手机，今天的古浪进入了影像大量生产分享扩散的时期，影像成了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人人可以随时随地制造、拥有和传播影像。在这个影像充盈的时期，却发生了一种逆转：
影像自身成了主体，主体自身却消亡了。过去数十年中本地最普遍和日常的事物和生活方式，伴
随着故乡的远去，现在却显得稀缺了，某些几乎要灭绝。移民区里有一个叫金水源的私人开设的
旅游点，里面做了一个小型的展室，展示的都是山区过去使用的农具，对这些农具的回忆在下一
代中估计不会再有了。就在十年以前，也不会有人想到这种生存方式会如此迅速地消亡。人们能
在移民区重建属于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吗？

对山区移民来说，传统空间解体破碎之时，需要比之前更为强烈地寻找地方认同感，需要以某种
形式重组故乡的空间。故乡的解体更强烈地激发出对故乡的向心吸引。

在古浪人自己做的一些微信公众号上，我看到了不少本地山区的无人机航拍。这些有无人机航拍
视频的公号内容无不在哀叹故乡的失去，缅怀过去的山区生活。2017 和 2019 年，我和朋友也拍
了很多古浪移民区与古浪山区的视频。

无人机和手机是两个极端。手机是最贴近身体的感知呈现；无人机提供的完全是一种非人化的视
角，不真实、非日常，梦游式的视角。巧合的是，山区的无人机影像出现的时间，几乎就对应于
山区生活开始消失的这个时刻。无人机影像的主体是自然地貌 -- 环境 -- 空间，它的视觉是有距离
的、无法接触的，大地在影像中成了一块存储了生活者的记忆却无法读取的硬盘，无人机影像似
乎在试图整体性地回顾往昔生活，符合山区移民的心理感受。只有在山野实质上死亡，沦为纯粹
的风景而不能继续生活于其中的时候，人们的观看才会是这样一种景观式的隔绝视角。在山区人
口众多的时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未以这样的视角观看过他们生活的故乡和土地，大概也不会
想到有一天会以这样的视角来观看和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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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己的声音过去始终是哑的，因为没有工具，也没有平台。依靠影像手段和媒介手段的普及
和升级，这一声音开始展现，本地人开始自己书写和表达本地，用影像和网络塑造本地，强化地
方主体性和身份认同。古浪几个公号上的内容，无论是转发新的政策法规，还是关于本地文化方
面的，无不最后和古浪人的身份联系起来，也经常带有地方自豪感。某些本地公号起到了村庄大
喇叭的作用，具体直接曝光人和事情：关于某人的交通违法，某个村庄的恶性事件，某个移民区
的新政策……公号变成了凝聚地方的工具。但是地方生活中的自足性，也可能同样造成内容和话
题上视野的封闭。

身边和日常就是今天的人类学田野。但是日常和另外的远方并非相互隔绝，网络空间关联的即时
化，使任何空间可以瞬时以实在或抽象的方式连接。空间的高度关联，使意识形态、行政指令更
畅通无阻地蔓延和充满各个空间，另外的空间与我们的空间之间的同质性在加强，但不同空间的
差异也有了新的特性。

我们不仅生活在真实的物理空间中，还消耗越来越多的时间生活在媒介时空中——由新的影像与
媒介手段造就的虚拟田野，就是媒介田野。一方面，旧的空间和田野分崩离析；另一方面，出现
了新的空间和田野。媒介田野是现实田野的不断变化的镜像。

我的《地层 2：软流层》(2018) 和《关于短时间内的某几个人的经过》(2021) 这两个作品就是以
网络媒介材料为基础进行的考察。制作《地层 2》的时期，我也注意到古浪的网络空间开始变得活跃。
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关注了一些古浪县的微信公众号，这变成了一种可能的地方影像志手段：可
以远程获取材料，在北京就可以了解到古浪的一些情况。新的网络媒介空间中，会发生原来由于
物理空间阻隔而无法形成的交互。我甚至看到一个叫“古浪老乡俱乐部”的公号转载了我在黄羊
川地区十多年前拍的照片，转载的主题就是从本地人的角度怀念过去的山区生活，标题里似乎用
了“泪奔！”。媒介田野成了我和本地人可以共享的田野。

网络手段，社交媒体和影像媒介沿革带来了新的影像关系，使一种新的考察成为可能：我称之为
社会复眼——网络提供了参与式的共同认知的可能，每个材料提供者都向其他人提供阐释的开放
性。

媒介的普及也使另一种“对称性人类学”成为可能：阐释权力的平等。本地不再仅仅被阐释者阐释，
也可以阐释自己；从被描述到自我描述。对称性人类学的主体改变了“拍摄对象”这个令人莫名
反感的词；人类学只有通过主体间性才能成为可能。对古浪的考察同时也是我寻找自己的主体性
的过程，在另外的生活中探索我的生活的某种可能；古浪也在寻找自己的主体性。在外界观察者
主导的人类学之外，是否会产生一种内部自觉的人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