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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精要章节精要

第一章：导论第一章：导论

“智能手机与智能老龄化人类学研究” （ASSA）研究项目旨在

从全球的智能手机使用者中学习人们是如何使用智能手机，以及

如果发挥自身的创造性。研究项目的成果呈现的是一种‘自下而

上’的智能过程（smart from below）。

智能手机在英文中是‘智能电话’(smartphone)，这一词本

身具有误导性。首先，它不应该仅仅视为电话，传统手机的打电

话功能也仅仅是‘智能电话’所有功能中的一小部分。

其次，我们研究所面对的智能手机并不是指人们常说的 

“智能”科技。这里的智能并非来自机器自主学习中的“智能”，

而是人如何智能地创造了手机使用。

智能手机的使用人群分布在各个年龄段。我们可以从年轻人

的角度研究智能手机，同样也可以很好地从年长者的角度研究智

能手机。

我们的研究项目覆盖十个研究点，项目成员十一位。每位研究

员在各自的研究点都进行了大约16个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重点关

注老龄化、智能手机使用以及智能手机使用在健康领域的潜力。

在简要回溯智能手机历史之后，是对之前人类学及其他学科

有关研究的简要回顾。

本书呈现的是在田野调查所触及范围内得出的显著观察与结

论。不可否认，我们的研究具有局限性，对于一些重要的外部事

件， 如环境影响，劳工剥削，商业机构等，我们并没有足够的

证据得出有效的观点，因此也并未涉及。

第二章：人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 第二章：人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 

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看法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而这种态度上的模棱

两可，恰恰反应了智能手机既带来了益处，也制造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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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discourses）不同于智能手机的实

际使用，前者往往受到道德评判与政治辩论的左右。 

不妨将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视为智能手机的另一种特

性，对其单独专门地进行探讨。 

公权力，媒体与商业机构都参与了有关智能手机众说 

纷纭的辩论。比如，一方面，公权力会谴责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

一方面又设立数字化门槛，使得公民不得不依赖数字化设备。 

在中国，中老年人往往积极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并将其视为

一种助力国家科技进步的公民责任。他们这种对智能手机普遍积

极的态度，与其他国家中老年人群所抱持的保守态度形成 

了对比。 

在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中，一些主题尤为突出，比如假新

闻，手机上瘾与信息监视。相反，对更普遍的智能手机使用及影

响的讨论则鲜被提及。 

有关智能手机影响的主流观点往往存在矛盾，而支持这些观

点的学术研究也同样存在矛盾。 

第三章 情境中的智能手机 第三章 情境中的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是物质性的客体，它可以是时尚搭配，也可以是身体地

位和宗教的标志。它也可以被偷。 

全球差异依然存在。关于智能手机的研究有可能无法 

囊括那些买不起智能手机的人，或者那些选择使用非智能手 

机的人群。比如，在日本，很多人依然使用功能手机 

（feature phones）。 

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手机，话费，无限宽带和流量都可能是

一笔可观的开销。不过人们总能想到好办法来获取智能手机 

的使用。 

“屏幕生态”（screen ecology）一词指的是智能手机与其他

屏幕一同协作的状态。人们生活中的其他屏幕包括平板电脑，笔

记本电脑，智能电视等。 

“社交生态” （Social ecology ）一词则用于探讨智能手机

如何体现在具体的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形式样貌。比如，在乌干达

坎帕拉（Kampala），家庭成员会共用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的出现，助长了基于个体的社会网络。而与此同

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也同样增强了传统的社会群体网络，比如家

庭和社区。 

作为一个远程控制枢纽（remote-control hub），智能手机也

正在开始对“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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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手机应用到日常生活 第四章： 从手机应用到日常生活 

通常来说，智能手机的使用者关注的是要解决的事情，而非单个

的手机应用（APP）。更多的时候，人们会同时使用几个不同的

手机应用来完成一件事情。 

以医疗健康为例，我们发现专门的健康类手机应用往往不如

通用的几个手机应用重要，比如WhatsApp和谷歌。 

“可调控解决主义”（Scalable Solutionism）一词描述了人

们使用不同手机应用的伸缩范围。可以小而精到一个应用对应一

种具体功能（所谓万事皆有应有），也可以大而广到一个应用包

罗万象，比如中国的微信。为了更好地了解智能手机和它的使用

者，我们需要了解手机上的每一个应用，了解人们是否使用这些

应用，并如何使用。 

了解手机应用的过程包括探索那些促使应用开发者设计该应

用的场景，以及出乎设计者意料之外的，人们对手机应用的实际

使用。 

对手机应用的考察，也包括了解人们如何运用组织他们手机

的屏幕。 

第五章：无限机会主义 第五章：无限机会主义 

“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一词指的是智能手

机随时随地在人们身边的情况，以及这种情况带来的人与周遭世

界关系的改变。 

比如，手机拍照已然成为了传统摄影的反面。摄影传统上来

说追求对事物的呈现以及创造永恒的记录。而手机拍照则更多地

强调当下性与即时社交属性。 

中老年人对于成为手机拍照对象的态度各异。‘真正的自

己’可以是1）内心感受到的自己；2）外在的样貌；或者是3）
通过修图软件雕琢出的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 

“无限机会主义”改变了我们与地理位置和交通系统的关

系，使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容易实现。同时，地图应用也方便了度

假与休闲。 

因为“无限机会主义”，新闻在现实生活中流动，并随时可

能占据人们的注意力。新闻与信息在人们的社群关系中扮演了新

的角色。 

智能手机也使生活中任何无聊的时候，都可以被唾手可得的

各种娱乐填满。比如，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获取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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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精雕细刻 第六章：精雕细刻 

智能手机具有前所未有的可塑性与亲密性。它可以紧贴着使用者

的个性与兴趣被塑造。 

人们挑选手机应用，修改设置，创造整理内容，这些个人能

力比算法与人工智能所发挥的作用更重要。 

个人对手机的塑造就像是在精细雕刻一件工艺品。 

智能手机被塑造成适合于不同的人际关系，而非仅仅是使用

者个人。形塑手机的人际关系包括伴侣关系、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或者工作中的上下级关系。 

人的行为往往是其所在的社会中，社会价值与文化规范的具

体呈现，而这也是塑造智能手机的基石。然而，就规范来说，个

人可能是典型的也可能是非典型的。 

智能手机则更主要地呈现了具有较大共识的规范，比如日本

社会，或者是某个宗教社区的的主流价值。 

在文化价值的变化中，智能手机也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比如，在喀麦隆中产阶级中，智能手机促进了新价值的形成。  

第七章：年龄与智能手机 第七章：年龄与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的使用能够反应社会价值，也能促进其变革，比如 

‘性别’与‘阶级’——或者是本章要讨论的‘年龄’。 

智能手机能够助推变革，比如，帮助意大利的“第二代”年

轻人探索身份认同，或者帮助人们在退休后展开新的生活。 

对一些中老年人来说，智能手机的普及可能意味着，他们过

去所积累的知识不再受到尊重和重视。 

在教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不少年轻人往往会错误的认

为智能手机的使用是凭直觉就能搞懂的（intuitive）。 

而实际上，中老年人的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过程，可能 

会因为不熟悉数码产品的操作，以及不了解相关的数码词汇，而

困难重重。同时，掌握如何有效地，恰当地使用手机也并 

非易事。 

中老年人在一开始接触智能手机的时候可能会感到难以进

入，但一旦掌握了门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会感觉自己和年轻态更

接近了。 

一些公司也开始针对中老年人开发手机应用，比如中国的 

“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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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智能手机的心脏：LINE，微信和WhatsApp 第八章： 智能手机的心脏：LINE，微信和WhatsApp 

对许多人来说，用智能手机的首要目的就是能够使用像LINE， 

微信和WhatsApp这样的核心手机应用。 

图像，比如表情包，已经成为日常对话不可或缺的部分。这

为“非面对面”情况下传达关心、表达情感提供了新的途径。 

这几个核心手机应用也在家庭变革中发挥作用，比如，在一

定程度上逆转了从传统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这些手机应用

也在运营与组织社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智能手机因此延展了“可调控社交”（scalable sociality），

其使用方式也与社区规模及隐私层级相匹配。 

同时，科技公司或许可以从这些手机应用的社会融合中得到

启发，相应地改进科技。一个例子就是微信如何将亲缘关系融合

进产品。 

第九章： 整体归纳与理论反思 第九章： 整体归纳与理论反思 

与其将智能手机视为我们所使用的设备，不如将其视为我们的居

所。因此，我们将智能手机比作“便携传送之家”（Transportal 
Home）。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将智能手机打造成为自己的私

密空间。 

紧随“距离的消亡”（Death of Distance）而来的是“邻近

的消亡”（Death of Proximity）。 

智 能 手 机 已 经 朝 着 “ 超 越 类 人 主 义 ” （ B e y o n d 
Anthropomorphism）的方向发展，人对科技的亲切感并非来自科

技的“类人性”，而在于科技可以与人的能力相辅相成，比如认

知能力。正因如此，人们会觉得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身体的 

一部分。 

与此同时，从霸凌到成瘾，智能手机也呈现了人类种种令人

沮丧的不人道特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更突显了一个关键矛

盾。智能手机大大扩展了监视的可能，但它同时也是‘跨越距离

的关怀’（Care Transcending Distance）得以实现的利器。 

这一研究展示了，为什么在决策对未来的智能手机运用时，

我们应当汲取人们在应对新冠疫情时运用手机的经验。我们将这

一思路称为“自下而上的智能”（smart from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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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目录图示目录

图1.1  短视频：日本案例—智能手机是生命线， 

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
XNTg2MzE0ODQ0MA==.html  2

图1.2  短片：中国案例，如果没有你， 

日子怎么过？观看链接：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MTQ5MjUxMg==.html  4

图1.3  调查点中的ASSA研究地图（计划于特立 

尼达开展的一项小型研究）。ASSA研究网站：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10
图1.4  典型的日本翻盖上网手机（garakei）， 

研究员劳拉拍摄。 14
图2.1  智能手机界面上显示社交媒体税的缴 

纳选择。用户可选择为自己号码或者别 

人号码缴纳。研究员夏洛特拍摄。 28
图2.2a 和 上海受访者在微信上发给研究员王心远的表 

图2.2b   情包截图。图中卡尔·马克思以超人和勤奋 

的阅读者的形象出现。 32
图2.3  圣地亚哥线上广为流传的一张表情包上面写着 

“不要抱怨作业难。这就是我以前用的 

‘谷歌搜索’。” 截图由研究员阿方索提供。 35
图2.4  同为网上流行的一张表情包上面写着 

“这就是我童年用的WhatsApp”。 

截图由研究员阿方索提供。 35
图2.5  网上流行的这张表情包上面写着“感恩在我 

的童年没有被科技入侵。” 截图由研究 

员阿方索提供。 35
图2.6  米兰地铁上。研究员希琳拍摄。 36
图2.7  人们使用智能手机通过WhatsApp等社交媒 

体平台分享的图，体现典型的对智能手机 

普遍使用的元评价。截图由研究员希琳提供。 36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0ODQ0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0ODQ0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TQ5MjUx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TQ5MjUxMg==.html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全球智能手机xii

图2.8  短片: 爱尔兰的迪尔德丽。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x 
ODY3Mg==.html  37

图2.9  国际面包节（La Festa del Pane）现场， 

这是诺洛当地重要的社区活动之一。 

研究员希琳拍摄。 40
图2.10  这张被广泛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图虚假地 

描绘了利比亚移民正准备“向意大利启航”。 

随便被揭穿这是1989年平克弗洛伊德演唱 

会的场景。截图由研究员希琳提供。 42
图3.1  一位六十多位的职业歌手用手机吊坠来 

匹配其特点。研究员劳拉拍摄。 50
图3.2  一个让佛教僧侣感到不妥当的红色手机壳。 

他解释说这个手机壳以前是他的妻子在用。 

研究员劳拉拍摄。 50
图3.3  研究参与者艾丽莎所组装的设备， 

此装置一半是座机听筒，一半是可以上 

网的智能手机。研究员希琳拍摄。 51
图3.4  本图根据研究员夏洛特·霍金斯在卢索 

兹的问卷调查结果制成。依据204位参 

与者的数据。 53
图3.5  短片：“莱拉的智能手机”。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zO 
TkzMg==.html 58

图3.6  米兰洛诺的数码设备使用情况。该图显示 

了位于洛诺的研究对象中使用多个设备的 

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该图数据基于由希 

琳开展的一项涉及当地30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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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哈皮奥·科克（Laura Haapio-Kirk）-日本高知县和京

都；马莉亚·杜奇（Marília Duque）-本托,圣保罗,巴西；帕特

里克·阿旺多（Patrick Awondo）-雅温得，喀麦隆；宝琳·加

维（Pauline Garvey）-爱尔兰都柏林；希琳·沃尔顿（Shireen 
Walton）- 诺洛，意大利米兰；和王心远-中国上海。这些调查点

中有部分使用的是化名。

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工作。例外的是

智利天主教大学的阿方索·奥代吉、梅努斯大学、爱尔兰国立大

学梅努斯大学的宝琳·加维、圣保罗高等宣传和营销学院 

(ESPM) 的马莉亚·杜奇、独立学者莱拉·阿贝得·哈珀和任教

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玛雅·德·福瑞斯。民族志研究是同时

进行的，而圣城的研究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较晚。

本系列丛书包括一本关于全球智能手机使用的比较文献，名

为《全球智能手机》。此外，我们预备出版有关移动医疗领域研

究的合著。还将有九部代表我们的民族志研究的专著。其中一 



xxi系列前言

本囊括了两个在爱尔兰进行的研究。除了第七章外，这些民族志

专著都将具有相同的章节标题——这种重复将使读者能够比较地

阅读理解我们的工作。

该项目从一开始就高度协作和比较。我们也一直在https://
blogs.ucl.ac.uk/assa/ 更新博客。有关项目的更多信息，您也可以

访问我们的官网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本网站

的核心内容被翻译成我们田野调查点的当地语言。比较文献和部

分专著也将陆续推出各语言的翻译版本。在知识共享许可下，我

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尽可能免费。本书面向不仅仅是学术圈的广大

读者。较为学术的讨论和参考信息都放在了尾注中。

我们在这些书籍的数字版本中加入了视频短片；几乎所有短

片的时长都不超过三分钟。我们希望这些短片能够帮助我们向读

者传达更丰富的信息，并让您可以直接听到我们的一些研究参与

者的声音。如果您阅读的是电子书格式，只需单击每部短片的截

屏画面，即可观看。如果您正在阅读本书的纸本，每部短片的 

URL 则会出现在每个相应图片的注释中，以便您上网观看。

https://blogs.ucl.ac.uk/assa/
https://blogs.ucl.ac.uk/assa/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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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

导论导论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智能与电话智能与电话

来自日本的佐藤女士今年90岁，作为花道(ikebana)大师，她仍然

在钻研花道，也在京都的家中传授自己的传统手艺。三年前她开

始使用智能手机，从那之后智能手机就成了她工作和生活的中

心。佐藤在通讯软件LINE上有超过一百个学生好友，她用LINE
通知他们上课。佐藤很喜欢LINE会告知用户消息是否已读的功

能。有时给学生发了邮件后，她会另外在LINE上又通知他们去查

看邮件。智能手机的日历功能也可以提醒她该何时更新京都内各

处花店的用鲜花及用来招徕学生的作品展。

智能手机使得佐藤工作之外的日常生活更加便利，如用手机

查询天气或公交车时间。她用LINE订购附近7-11商店的午餐便

当、泡菜和豆腐等。店家也会发送产品照片给她来检查是否齐

全。佐藤自称对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她每天通过使用专门

手机应用进行大脑训练来保持心理健康；她还每天通过外语学习

应用程序学习一个新的英语单词。身体健康对佐藤来说也很重

要——她时不时查看计步器，确认自己消耗了多少卡路里。她会

细究自己腿肿的原因，或者查找别人告诉她的健康食谱。从前在

电视上得知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她会打电话问侄女，如今则是用

谷歌搜索相关资料。让佐藤感到失望的是，她周围的大多数朋

友，甚至那些比她还年轻的朋友，还在使用功能很少的旧款手机

（garakei）。尽管她鼓励朋友们使用新技术，但他们就是不像她

一样感兴趣。她使用智能手机的积极态度反映了她总是在拥抱新

事物方面领先于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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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有位学生是专业音乐家，名叫美岛绿, 已经超过六十五

岁了。图1.1来源的短视频中，美岛绿解释了为何犹豫良久后还 

是决定买智能手机。

住在爱尔兰的玛丽已经八十岁了，她利用Pinterest（分享图

片的社交平台）的各种功能来发展花绘的爱好：收集人们绘画方

式的范例、检查植物名称的拼写等。她还用智能手机做各种事

情：用WhatsApp给想要拜访的荷兰朋友打视频电话；使用一款名

为Measure的应用程序帮孙子/孙女完成数学作业；通过YouTube

图图1.1　短视频：日本案例—智能手机是生命线，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0ODQ0MA==.html 

视频内容描述：（对一位日本女性的采访）“日本有很多自然灾害。我是去

年买的智能手机。当时日本刮了场大台风，我家停水停电，感觉像是瞎了一

样。所以我咬咬牙，买了个智能手机。我的旧手机是最基础的翻盖款，只能

打电话。我一直拖着没买智能手机，是因为觉得它们都挺贵的。我最后买了

夏普公司的一款安卓手机，因为比iPhone便宜。我觉得这款手机挺好用的，

玩着玩着就用学会怎么用了。我还可以向手机提问，比如：‘比叡山有多

高？’它就会告诉我答案。我还可以在跟人发LINE时用贴纸和表情包。图形

能承载的情绪更多也更微妙。很方便的，毕竟一图抵千言。日本人已经很习

惯于用图形沟通了。因为我们有漫画文化，再说，日语中的‘汉字’本身也

是一种图形。碰到自然灾害时，智能手机就是我的‘生命线’。它当然没法

让我觉得更安全，但能和世界保持联系还是很必要的，尤其是（水电等）其

他东西都停了的时候。”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0ODQ0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0ODQ0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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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频道练习合唱团的歌曲；还用RTÉ播放器重温错过的广播节

目。她还一直在用计步功能，直到最近才停用。

玛丽的女儿在每天都在Instagram上发一张绘画作品，已经

坚持超过六个月了。玛丽不仅在Instagram上关注她的女儿，还

关注了很多当地的爱尔兰艺术家，她还会用谷歌搜索国家美术

馆展览作品的背景信息。玛丽喜欢用智能手机拍摄有趣的场

景，比如一只母鸡在汽车站看起来像在等车。她用手机阅读各

种各样的报纸，不时刷新脸书Facebook的信息，并通过应用查

公共汽车及火车班次，以及使用其他可以查询实时交通信息的

应用。她对管理使用智能设备的时间有清晰的看法。例如，尽

管她也承认“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爱好”，但她还是觉得朋友

们在Facebook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玛丽不喜欢用Facetime，主

要是因为一个视频电话打来，她就得接，没法提前整理仪容。

她使用iPhone已经五年了，碰到不会用的功能，她更喜欢自己解

决，而不是问别人或上课。当被问及对手机的总体印象，她就

说“有就不错了，可别太挑剔了”。最后一个例子来自中国，

读者可以点击观看图1.2的短片，了解中国的中老年人对智能手

机的总体印象。

这本书的标题是“全球智能手机——超越年轻人的科技”。

直到近来，我们才有可能针对关于智能手机作成为人们日常使用

普通设备所带来的总体影响进行调查。此前人们使用手机并没有

那么普遍。如今智能手机已经在这些八九十岁的老人家日常中一

席之地，他们不再认为智能手机就是专属年轻人的玩意儿。在此

之前名为Why We Post（我们为什么发帖）1的项目中，对社交媒

体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人们坚定认为， 

40岁以上的人绝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现在这种观点已

经完全不适用。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手机为何对35亿用户来说如

此重要。2例如，在英国，84%的成年人拥有智能手机。3

智能手机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人类附属品。我们写这本书时正

处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后的社交隔离期。对世界各地的人来说，智能

手机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人们社交生活的全部。虽然，大多数人也因

此敏锐地察觉到了手机通信与面对面交流相比的不足之处，但他们

一想到要是在封城期间没有智能手机就感到害怕。智能手机的用途

之广让人惊讶，但却都被认为是再正常不过的用途。

本书主要研究智能手机对全球民众的影响，其次是更好地理解

智能手机。最后一章针对这两个研究目的作出一系列总结。终章与

此前各章节的结论中引入的术语，如“便携传送之家（Transportal 
Home）”、“超越类人主义（Beyond Anthropomorphism）”和 

“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都是为了讨论关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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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1.2 短片：中国案例，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TQ5MjUxMg==.html 

视频内容描述： （一位中国女性的采访）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开始使 
用智能手机，人们说：“如今人人都离不开智能手机了。”现在啊，人人
都离不开它了，就像以前那首老歌：“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活，我的心
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活，反正肠已断，我就
只能去闯祸，我不管天多么高，更不管地多么厚，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
命便为你而活，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活，你快靠近我，一同建立新生
活”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人们已经发展出智能手机的各种用途（视频
剪辑各个智能手机的应用场景）。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记录
工具。不用多想了，就看它吧，有“你”真好！

能手机的使用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着我们，比如改变我们对生

活环境的感知。

我们主要采取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是，研究团队的每位成员在各

自的研究社区内生活16个月，参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因为智能

手机对改变的开放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民族志研究可能是探索智能

手机本质的唯一手段。我们需要审视每位受访者的智能手机发生了

什么变化，以及私底下如何计划使用智能手机。民族志是建立这种

研究所需的长期信任的一种方法。除了第二章是主要人们对智能手

机的看法之外，本书主要讲述我们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智

能手机的直接观察、以及我们与受访者对此的讨论。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对智能手机的描述，以及其对用户

产生的影响，那我们有必要首先简要讨论智能手机不是什么。因

为英语中“Smartphone” （智能电话）一词本身具有误导性。要

研究智能手机，我们需要重新讨论“智能”和“电话”这两个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TQ5MjUx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TQ5MjUx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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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智能手机、智能城市或智能家庭等术语都使用到“智能”这

词，来自于首字母缩写 S.M.A.R.T.，代表“自我监控 

（Self-Monitoring）、分析（Analysis）和报告技术（Reporting 
Technology）。该术语于1995年引入，当时跨国技术公司IBM，与

电脑公司Compaq一起生产能在故障发生之前向用户发出故障警告的

光盘。4如今，随着人工智能（AI）的兴起，“智能”被认为是一种

基于自主学习的智能形式，意味着机器和设备可以通过自主监控

和处理来适应用户。

而本书所基于的“智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为此我

们将借用“自下而上的智能”（smart from below）一词。5本书

中的案例表明智能手机通过自我监控从用户使用情况中学习的能

力只是其“智能”的一小部分。最终能决定智能手机形态的是用

户如何对其进行改造。这种改造唯有在用户购买手机后才开始。

正是这种改造将智能手机变成了私密和个性化的工具。

举例来说，智能手机开发人员可能只考虑了韩国青少年使用

情况。他们可能并没有想到在智利的秘鲁移民使用智能手机的方

式，可能会截然不同于喀麦隆或爱尔兰中产阶级退休群体的使用

方式，更不用说日本的九旬插花大师了。本书中描述的智能手机

还没有智能到可以学习插花。但是正如在开篇所提及的90岁的日

本女士，她足够聪明，能重新配置她的智能手机，使其成为插花

事业的资产。这就是“自下而上的智能”一词所指的创造力。

同样，关于“电话”一词，我们也得做出不同的理解。根据语

义，智能手机本质上应该是电话的最新版本。但智能手机到底在多

大程度上是电话呢？电话是用来语音通话的设备，而在这 

么多智能手机功能中，用户（特别是年轻用户）很少使用语音通话

功能。6甚至用户会使用语音也是为了使用语音指令等其他功能。

因此将智能手机仅仅视为电话的衍生物可能会误导研究方

向。另外研究中若把智能手机视为电话的不同形式也都是无益

的。若只关注电话7的历史和相关文献，我们会排除大部分智能

手机现在所代表的事物。智能手机综合了大量不同种类的实

践，每种实践背后都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可供参考。例如，全世

界人们日常拍摄、分享和浏览照片都是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的。

那把此设备描述为能打电话的智能相机，是否更为合适？那么

要研究它的话，相比研究电话的发展历史，我们是否更应该关

注（数字）摄影的历史？8 这种研究变化是否更为激进？

起初摄影更侧重于表达和存档归类。智能摄影手机更多地被

用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图片及视频。然而，摄影本身只是智能手

机视觉功能之一，比如谷歌地图也是其中之一。因此研究智能手

机涉及了更为广泛的视觉媒体的使用历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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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摄影作品，那就意味着智能

手机成为我们分享生活的设备。历史学家李·汉弗莱斯（Lee 
Humphreys）最近出版的作品讲述了有关分享行为的有趣的历

史。10例如，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写日记通常是为了让别人看；

妻子通过分享日记让父母得知她在丈夫家里的新生活，而孩子们

的日记可以在晚上被大声朗读。汉弗莱斯认为这一实践后续发展

为现代各种分享的形式，如博客、Vlog（记录生活的视频）以及

Facebook。这个假设很好地修正了人们的某些观念，比如当下若

有人分享自己晚餐吃了什么，那他便是自恋的。11而且汉弗莱斯

提出早在维多利亚时期就出现当代社交媒体原型，比如那时的剪

贴薄就如当代的Pinterest，向他人分享自己在国外的假期或通过

保存图片来留念的行为由来已久。

一旦我们从更多方面考虑智能手机的功能，研究就变得如同

要划开智能手机的钢化玻璃屏幕一样困难。部分原因是即使我们

把智能手机理解为带通话和摄影功能的日记，都还是不够全面。

为什么研究智能手机的功能，比研究智能手机如何改变我们对定

位的感知更重要？12有观点认为既然我们总是机不离身，无论身

处何处都是差不多的，此观点是否正确？13我们也用智能手机存

储、聆听、分享音乐。智能手机也是翻译工具，14是交通和旅游

的重要工具、以及娱乐平台。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主要知识来源，

我们用智能手机搜寻每一个可以想到的话题，不论真假，从名人

八卦到新闻，再到物理学的新发现。15

因此本序章不能遵循惯例。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从人类如何获

取信息到娱乐等与智能手机各功能相关的林林总总的历史，但我

们不能简单地概括。我们也不能对从定位技术到摄影的所有相关

方向进行文献综述。那或许可以回溯一下人类通过使用工具来实

现多任务的历史和文献综述。一个简单的类比是瑞士军刀，但它

不能很好地体现智能手机的特点。要么我们也可以把它比作“口

袋里的计算机”——但计算机绝不是我们打电话或拍照的主要设

备，计算机也不会让我们感到它像身上的一部分那么亲密。此

外，在研究的某些田野调查点，只有少数人或只有年轻人使用过

电脑；对于许多用户来说，他们第一次上网用的就是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确实不是由从前的某些设备衍生出来的。

参考从前的设备就如同一把钥匙，引领我们解锁对智能手机的

理解，包括智能手机本身以及对于智能手机融合不同功能之能力的

理解。我们提到智能手机的摄影功能被用于存储信息。其中创新之

处在于智能手机将这些信息综合起来的方式，在于手机摄像头多大

程度上帮助人们可以存储信息。我们可以随手拍下商店橱窗上看到

音乐会的海报、或者在杂志上的一页、或者拍下自己的购物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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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是，通过WhatsApp我们可以轻松地将智能手机的日历功

能与群组通信相关联，能更容易随时修改聚会的时间地点。智能手

机在关联和聚合应用功能方面都起到重要作用。

智能手机所蕴含的无限可能性进一步证明我们使用民族志研

究方法的正确性。与以技术为导向的研究不同，我们不会简单地

将智能手机视为具有多种功能的设备来进行论述。智能手机很多

功能我们也都还没使用。我们只描述在研究的特定人群中可观察

到的智能手机的用途。从“自下而上的智能”角度来看，无论智

能手机的创造者是否提前设想了智能手机的应用，那些应用都是

由有创造力的人开发出来的，而不是设备。本书列举了丰富的例

子，说明人们将智能手机融入日常生活的令人惊艳的发明、设计

和应用。

《全球智能手机》也是一部承认人类文化差异的比较人类

学作品。它描述的智能手机有时是全球的：我们在各个调查点

都能找到全球化的痕迹；而大多数时候又是具有当地特色的，

没有一群人可以说是正常的或者普通的手机用户（这意味着其

他类型的用户是不常规的或者是异类）。我们会描述每个人群

中具有代表性的智能手机使用方法。然而，这意味着也会有不

典型的手机用户。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或阶级进行概括，但每个

人都不仅仅是属于或者代表某个类型的用户。在承认每个用户

的独特性的前提下，本书大部分章节也会将某位具体的用户作

为例子展开讨论。

研究项目概览研究项目概览

本项目由11名研究人员组成，大家分别在9个国家同时开展了10项
人类学田野调查。每项研究持续了至少16个月。16除圣城以外，其

余各项研究均于2018年2月初开启，2019年6月底结束，期间研究人

员都住在他们所研究的社区内或附近。本书的附录对项目的研究方

法、研究经费、伦理基础以及研究背景都进行了概述。项目中的调

查点既不具备代表性，也不能作为样本范例。团队成员选择调查点

仅仅基于个人背景和兴趣，并没有什么隐藏逻辑。唯一重要的是，

不同的调查点共同保证了样本的多样性，足以例证当代世界的各类

行为和价值观。这些调查点也不应被视为其国家的代表。雅温德的

中产阶级不能代表喀麦隆，圣地亚哥的秘鲁移民也不能代表智利。

本研究项目包含三大主题：老龄化、健康和智能手机。针对

那些自认为既不年轻也不年老的群体，我们计划推出9本关于各

个调查点老龄化的专论。该群体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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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一，比如日本的老龄化远高于乌干

达，这一群体跨越的年龄层会大不相同。因此，本书采用了“中

老年人”（older people）一词。我们的研究对象并非老年学所关

注的更年老、更虚弱的人群。本系列的各册专著都对老龄化问题

进行了更广泛的讨论。许多研究人员自己也在30岁左右，他们自

然能够接触到更多同龄人。

起初，将中老年人作为调查重点看起来可能很奇怪，因为我

们已经太习惯于关注年轻人了，年轻人也一度被认为是智能手机

的天然用户。就像那些早期的研究涵盖了许多针对年轻人的专题

一样，本书也有一些更针对中老年人的章节，例如第七章。然

而，就普遍意义而言，对中老年人的关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有助于将任何特定群体关于使用智能手机的研究结果都汇总起

来。智能手机也因此才能被视为整个人类的所有物。如果说本书

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那便是它更加强调智能手机在代际关系中

的重要性。

通过有关移动医疗（mHealth）17的研究，即以健康保健为目

的智能手机使用，我们将关于老龄化和智能手机的研究联系在了

一起。移动医疗研究更偏应用型研究，其目的在于直接为人类健

康做出贡献。该领域一大批应运而生的手机应用是我们开展此项

研究的切入点，它们的应用场景包括帮助患者获取信息、18医保

流转、19提供公共卫生干预措施20或在线健康社区。21与健康相关

的各类应用涌入市场，从健康状况监测到经期或糖尿病时间记

录，这些应用几乎存在于有关健康的各个领域。

然而，随着研究的发展，我们所采取的“自下而上的智能”

（smart from below）研究方法让研究方向发生的重大改变。我

们发现这种专门的健康类手机应用的使用量相对有限。相反，大

多数研究参与者（以下称为“参与者”）经常出于健康目的使用

其他手机应用，比如建立WhatsApp群组来协调如何分工照顾一位

老年亲属。于是研究重点转向了通用的手机应用，如谷歌和微信

在健康领域发挥的作用。我们专注于研究智能手机在促进健康管

理方面的免费功能，而非移动医疗的商业发展。本项目中关于这

一方面的研究将在其他论著中详述，22这也解释了为何本书会反

复出现关于保健和健康的问题。新冠病毒Covid-19也是原因之

一。疫情期间，分布在各调查点的研究人员自然也需要和亲友及

参与者保持联系。在此期间，所有的团队都自然地与他们的朋友

和留在调查点的参与者保持联系。因此我们顺势研究了人们如何

使用手机来应对疫情和社交隔离。

本研究使用的方法已在附录中做出了介绍。因为它只是人类

学研究在多数情况下都会采用的标准方法。但如果你对此并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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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或是想要先了解本书中的观点都从何而来，你也完全可以先

读附录再看其他章节。我们的研究方法要求，在每个调查点，研

究人员都需要分别针对我们的三大主题：智能手机、老龄化和健

康，进行不少于25次访谈。但我们的主要研究方法仍是参与观察

法，同时研究人员也会亲身参与许多当地活动。有几名团队成员

还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教授时间有的长达一年多。

调查点调查点

到一个地方呆上两周，人们就能见闻不少当地的事情。那么，

要求研究者在当地生活整整16个月又是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

这能让人类学家确认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是普通的、典型的，

还是不论对于个人或某个特定群体来说都是非同寻常的、十分

特别的。研究人员也可以通过这段时间与参与者建立必要的信

任和友谊，参加到私人的、通常在家庭内部进行的线上交流与

活动之中。因此长期居住在当地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采用的一

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查看每一部智能手机，了解上面的

每一个手机应用，来了解这些应用是否以及如何被使用。要想

建立信任，一方面我们需要向参与者保证隐私不受侵犯，另一

方面也需要向他们解释，我们需要直接观察他们如何使用智能

手机及其带来的影响，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使用智能手机、体

验智能手机带来的变化与影响。在一些较大的调查点，调查点

保留了真实名称，而参与者的姓名做了匿名处理。但在其他情

况下，本书和本系列其他专著中人物和地点都使用了匿名。对

于大多数调查点，我们也提供了短片介绍。23本书涉及的调查点

如下（图1.3）:

本托，巴西圣保罗

玛莉亚·杜奇（Marí lia Duque）是一位来自巴西的人类学家，

她在位于巴西圣保罗内一个她称之为“本托”的地区进行研究。

该调查点是一个中产阶级自治市，集中了大量的医疗服务。这里

有各种各样适合中老年人的活动，公共交通设施，包括地铁网

络，都很完善。因此，整个圣保罗的人都经常光顾此地，意味着

该地区民族志覆盖的人口要多于本地居民，其中包括更多来自低

收入地区的人。在为期18个月的时间里，杜克在此开展了关于如

何使用WhatsApp和智能手机的课程，并参加了大量针对中老年人

的活动，包括冥想、瑜伽和创业课程/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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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1.3 调查点中的ASSA研究地图（计划于特立尼达开展的一项

小型研究）。ASSA研究网站：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
assa/。

库安，爱尔兰

丹尼尔（丹尼）·米勒（Daniel Miller）是一名来自英国的人类

学家。他的工作地点距都柏林不到一小时车程，是一个人口约一

万人的沿海小镇，他称其为“库安”。24这里曾是一个人口约两

千三百人的小渔村，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通过新土地扩张发

展成了一个小镇。本地居民主要是中产阶级，典型的职业包括从

事教育行业、卫生行业，以及在银行和政府部门工作，尽管这里

也有一些保障性公益住房。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六七十岁的老年

人，亲自参加了许多退休活动，其中包括参加尤克里里课程和 

“男士工棚”（Men’s Shed）。丹尼尔的大部分采访都是在当

地的咖啡店或人们的家里进行的。

达拉哈瓦，圣城（Al-Quds，东耶路撒冷）

该项田野调查由巴勒斯坦研究员莱拉·阿贝得·哈珀（Laila 
Abed Rabho），和以色列学者玛雅·德·福瑞斯（Maya de 
Vries）共同完成。达勒哈瓦是一个人口约为一万三千人的巴勒斯

坦社区，如今被划入圣城管辖范围。在被以色列吞并之前，它是

耶路撒冷老城和伯利恒之间的一个村庄。这一地理位置的敏感性

仍然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对待各种官僚机构以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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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数字和卫生服务的态度。莱拉和玛雅的关注重点在于社区中心

的当地中老年人俱乐部，并在社区中心和人们的家中进行了许多

访谈与交流。玛雅同时还在当地开展了一门关于如何使用智能手

机的课程。

坎帕拉，乌干达

人类学者夏洛特·霍金斯（Charlotte Hawkins），来自英国，她的

研究主要是在坎帕拉一个人口约为1.5万的社区进行的，该地被称

为“卢索兹”，在卢干达语中意为“山”。她的研究助理笔名为

阿莫，是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负责在采访中为她翻译当地的各

种方言。卢索兹的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及国外，但由于大多数参与

者都来自乌干达北部的农村地区，夏洛特也在古鲁（Gulu）和吉

特刚（Kitgum）附近参与者的老家农村呆了一段时间。为了具体

了解当地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夏洛特采用了调查、开放式访谈

以及活动参与法，参加了包括妇女社团和存钱社团等社区活动。

京都与高知，日本

英国-芬兰裔人类学家劳拉·哈皮奥·科克（Laura Haapio-
Kirk）主要在两个调查点开展研究。一个是拥有140万人口的京都

市中心。另一个是日本东南部高知县北部的礼北（Reihoku）地

区。与日本大部分的乡下一样，该地区的人口也在不断减少， 

65岁以上的居民人口占比很高（40%）。劳拉融入这一农村地区

的途径之一便是加入了一个自愿者组织，该组织由一群主要来自

京都大学的医生组成，每年都为7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体检；自

此她经常前往该地区，全面地了解了当地人的生活。她的研究得

到了助理佐佐木丽丝的支持。

洛诺，意大利米兰

英国-伊朗裔人类学家希琳·沃尔顿（Shireen Walton）在米兰的

一个混合人口区进行研究。该地区最近被称为洛诺（英文为

NoLo，North of Loreto 的缩写，意为洛雷托北区）。25 生活在这

里的人们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比如西西里，以及埃及、秘鲁和

菲律宾。她同时与阿富汗的哈扎拉人一起工作。希琳参加的活动

包括女子唱诗班、缝纫小组、多文化中心活动和意大利语课。她

住在调查点中心的一个人口多样的公寓楼里，这也成为了她进行

城市数码人类学研究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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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智利

阿根廷人类学家阿方索·奥代吉（Alfonso Otaegui）对圣地亚哥

的两个群体进行了田野调查。一个是退休的智利人，这群人参加

了他在一个中老年人文化中心进行的关于智能手机使用的课程。

在对参与者的长期观察中，他发现中老年人适应新技术的独有模

式以及存在的困难。第二群人是秘鲁移民，他们充分沿袭了本族

的基督教的传统，在国外时也继续信仰他们的守护神。在田野调

查中阿方索也了解到了，这些中老年移民是如何通过WhatsApp群
组和Facebook的派对和游行直播与海外的亲友保持联系。

上海，中国

来自中国的人类学家王心远选择在中国最大的都市，拥有超过

2700多万人口的上海进行田野调查。她在上海发展出了一些相对

小型的调查点：市中心的低层居民楼、城郊一片拥挤的高层住宅

区（典型的上海居民楼）、中产收入郊区的养老院，以及毗邻上

海的一个大规模的城市老年人护理中心。从田野调查伊始，心远

就以家庭相册和她所生活的居民区的口述历史为基础，研究并创

办了当地社区一个关于城市居民口述历史的系列展览。

桑希尔，爱尔兰都柏林

宝琳·加维（Pauline Garvey），是一位来自爱尔兰的人类学家，

她与家人住在桑希尔（Thornhill），26一片位于都柏林市北部的中

产阶级沿海郊区。都柏林市大约有50万人口，桑希尔的中心区大

约有2万人。大多数人在市区工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郊区到

市区通勤。从事的行业包括专业技术行业、银行、事业单位以及

自由职业。宝琳参加了各种社区团体，包括手工艺和咖啡团体、

教会团体和步行俱乐部。虽然她主要与退休人员打交道，但她的

研究对象也包括四五十岁的人群。因为库安和桑希尔的研究场景

是一致的，所以相比其它调查点，在这里我们比较常使用“爱尔

兰”和“爱尔兰人”这两个一般术语，但这类人种称谓上的泛化

是需要在其它调查点避免的。我们有时也用“都柏林”来统一指

代这两个调查点。

雅温德，喀麦隆

喀麦隆人类学家帕特里克·阿旺多（Patrick Awondo），选择在

拥有280万人口的喀麦隆首都雅温德开展研究。他聚焦于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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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产阶级区，他称其为“法德玛”。该地区的大多数人是在

中央行政部门或事业单位，如教育和文化部门工作的高层公务

员。该区的许多本地居民也经商或在私企工作。他们来自全国各

地，还有一些外国人。融入阿旺都社区的两个主要途径分别是加

入体育娱乐团体和自助团体，后者在当地被称为唐提式保险

（tontines）。

智能手机的历史

虽然本章无法呈现出智能手机（英文为smartphone，直译为智能

电话）所有前身的发展历程，因为其也涉及到“电话”的历史，

但本章至少能够提供有关智能手机本身的简史。20世纪90年代

间，移动电话作为一种消费设备发展日趋成熟。虽然对移动电话

早期迭代版本的日益熟悉，但这并没有减少2007年iPhone首次呈

现在世界面前时，27人们产生的敬畏与惊奇感。日本社会可能还

无法感到如此彻底的变化：能联网的翻盖手机（日本当地叫作

garakei）代表了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之间联系的桥梁，28这种功

能手机在日本的年长用户中仍然很受欢迎（见图1.4）。另外一 

个也无限接近桥梁作用的可能是黑莓手机，在苹果手机出现之

前，黑莓手机在全球就已经相当流行。29除此之外，基于应用程

序的触摸屏手机似乎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智能手机本身的发展历程上有三个决定性的时间点。30第一

是苹果手机的出现，因为几乎所有我们认为是智能手机特质的东

西都在苹果手机2007年的首次发布中呈现了出来，让全世界为之

目眩神迷。第二个是安卓系统手机（特别是三星盖乐世系列手

机）的崛起；这一发展让智能手机变得多样化，苹果手机转成了

单一品种的存在。第三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是廉价智能手机的兴

起，这些智能手机大多来自中国。2009年，华为发布了其第一部

安卓手机；2011年，小米也推出了智能手机。31

除了地位以外，便宜的机型和更成熟的品牌智能手机之间并

没有什么十分显著的差异。廉价手机的兴起使智能手机不再局限

于富裕地区，而是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产品。智能手机的这种扩

张是本书的先决条件，因为书中的大部分研究都包括了可能无法

拥有高端智能手机的不太富裕的人群。32本研究是在其他多重发

译者注：唐提式保险，即联合养老金制，是一种集资方式。所有的参加者共

同使用一笔基金，每当一个参股者死后，剩下人得到一份增加的份额，最后

一个活着的人或过了一定时间依然活着的人获得剩下的所有金额。它是一种

寿险和赌博的混合物，在大多数地区被列为非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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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1.4 典型的日本翻盖上网手机（garakei），研究员劳拉拍摄。

展的背景下展开的，从组装和供应链的建设再到第三方应用开发

的发展，但这些都超出了本书研究的范围。33如果“口袋里的电

脑”这一类比让智能手机最接近于电脑，那么对于互联网的相应

发展有所了解是很重要的。34万维网于1989年发明；1991年，世

界上第一个网页在“开放互联网”上开通。35但是，在第一款网

页浏览器“Mosaic”推出之前，大多数人都不太可能接触到这个

网页；从1993年起，Mosaic让因特网导航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普

通用户，36从而有效地使得互联网访问大众化。这样的发展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具体情况。彼得斯（Peters）最近提出，37虽

然美国被认为是竞争性十分激烈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互联网的

发展主要是通过国家资金和协作性研究环境的结合。相比之下，

苏联虽然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但由于不同的官僚机构和

组织遵循各自的狭隘利益，所以发展互联网的尝试失败了。通过

这样做，他们将潜在的（作为一种统一的信息网络）互联网分裂

成了一个互相竞争的项目。

对中国数字技术的发展进行反思，则会得出相反的教训。38

在中国，国家资助新通信技术的发展是一项明确而坚定的政策。

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数码科技对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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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其他国家的能力至关重要。39虽然中国显然监管着科技龙头

公司，比如阿里巴巴、字节跳动以及腾讯，但也在它们寻求与谷

歌和脸书等公司进行竞争时为其提供支持。40因此，就通信技术

而言，当代世界只有一个明确的区域划分，即中国与世界其他地

区之间的区域划分。后者的人数可能是中国人口的四倍左右，但

是根据所采用的计算标准的不同，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公司可能

是腾讯，而非脸书。41

这一结果也很明显，十大智能手机公司中有六家是中国公

司，42包括华为、小米、Oppo，Vivo，联想（其收购的摩托罗拉

一并计算在内）和传音。依靠三星这个具有统治力的品牌以及

LG，韩国成为了中国唯一的重要竞争对手。剩下还有美国的苹果

公司和芬兰的诺基亚(赫名迪)。前三强品牌三星、苹果、华为分

别都成功占据了超过10%的市场份额。在过去几年里，华为和一

加等中国公司生产的智能手机与三星、苹果等顶级品牌不相上

下；其他中国公司也保持着对廉价智能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在

印度，现在有售价仅为几英镑的智能手机；43而苹果11的起售价

约为679英镑（人民币约6,500元），而其“加大升级”（Pro 
Max）版本的价格则可能超过1000英镑（人民币约9,000元）。44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同样重要的是研究民众关于如何应对以

前的技术的历史。有哪些先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对智能手机的使

用、拒绝和调整？社会学家克劳德·费舍尔（Claude Fischer）45

研究了在1900到1940年间，固定电话在美国产生的影响，他得出

的结论是“电话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相反，

美国人用它来更积极地追求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他最重要的

观察发现之一是那些向美国家庭推销电话的人很迟才意识到，电

话在很大程度上会被用于社交性谈话。46因此，真正发明座机电

话的人与其说是发明家或者是公司，不如说是消费者——尤其是

农村消费者——他们最渴望获得电话，也最充分地发挥了电话的

潜力。47费舍尔没有发现电话产生的明显或重大的社会或者心理

方面的影响。他得出结论：“最准确的估计是，打电话总的来说

巩固并加深了社会关系”，48而并非像其设计师期待的一样取代

面对面的交流关系。电话是谈话的普遍扩展。49

将最早期和最近的发展相比较，费舍尔的观察结果和多位本

书作者先前参与的名为“我们为什么发帖”（Why We Post）50的

全球比较研究项目的结论十分相似。该项目审视了社交媒体被不

同人群创造性地重新配置的方式。来自“我们为什么发帖”这一

研究的证据还显示，大部分的社交媒体使用是相当保守的。这些

新媒体常常被用来修补，本会出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割裂与迷失。

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战争或者寻求新的经济机遇而离散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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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社交媒体，试图重建密切且持续的家庭沟通；如若不是社交

媒体，他们也许已经失去了这样的联络。社交媒体被保守性使用

的观点，有助于平衡我们对于任何新奇的、前所未有的事物所抱

有的自然的幻想。

这些对于电话和社交媒体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因果关系的性

质。如果技术是导致当时对设备的使用方式的主要原因，那我们

应该能够轻松地将后续使用情况，和专供此种使用的特定技术相

对应。51与之相反，来自“我们为什么发帖”的证据说明，行为

的类型很容易从一个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学校同学之间开的

玩笑轻易地就能从黑莓转移到脸书，再转移到推特上，哪怕这是

三个完全不同的平台。52如果人们使用不同社交媒体平台的风格

基本相同，那么平台的属性就不能作为人们使用方式的主要解

释。“我们为什么发帖”还揭示了不同地区使用社交媒体的多样

性，因此其结论部分的主体叫做“世界如何改变了社交媒体”， 
53而非“社交媒体如何改变了世界”。

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单独的平台，比如脸书的历史，尽管其很

短暂，但也会显现类似的观点。一开始，脸书的发明者试图禁止

任何非哈佛的人使用，随后尝试将该平台限制为大学生专用。最

近，“我们为什么发帖”这一项目证实脸书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

程度正在下降，54在美国等较为富裕的市场中尤其如此。55没有任

何商业逻辑表明，脸书本身会希望在这些市场中丢掉其年轻化的

形象。56因此，这些变化的背后必定还有其他的因素，而不仅仅

是公司的利益。57

固定电话现在正在淡出历史，尽管其在老年人生活中仍然存

在。然而，智能手机继续同“功能电话”以及移动手机一道为人

们所使用，在我们研究的某些低收入人群中尤其如此。因此，对

智能手机的这些近亲的历史研究和深入了解也很重要，因为其中

记录了可能会通过智能手机继续发展的轨迹。《永恒的联系》

（Perpetual Contact）或者《个人拥有，随身携带，步行流动》

（Personal, Portable, Pedestrian）58等书籍的标题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了这些问题。一项特别有影响力的是理查德·塞勒·林

（Ling）正在进行的工作，59他为移动电话的分析提供了许多有

用的术语。林还指出了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些手机进行微型协调

的，例如“中途调整”（midcourse adjustment），“迭代协调”

（iterative coordination）以及“日程软化”（softening of 
schedules），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移动电话可以用来提高灵活性

的方式。60最近，林61开始思考手机的普遍性以及其随之而来的 

“理所当然”的身份，这是通过观察手机如何与其他也被认为

是“理所当然”的技术（比如手表和汽车）嵌入在一起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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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沃利斯（Wallis）提出的“技术流动性”（technomobility） 
62的概念也十分有用。

对移动电话的研究强调了这种通讯方式63的侵入性，以及公

共和私人领域之间传统界限的消解。64这转而又引发了人们对于

手机使用礼仪的思考。65最初的关注点往往是在年轻人身上66——

包括手机与时尚、风格和身体的关系67——以及年轻人使用手机

对父母对子女的养育的影响。传播学和媒体研究中涌现出了大量

相关文献。此外，发展学（development studies）和诸如ICT4D 
（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发展）等子领域也越来越关注移动电话对

世界民众的影响。68

人类学与其他学科人类学与其他学科

对人类学而言，其基本原则是避免这样的观点，即：将一个设备看

作一个既定的对象，然后由当地人民对其加以调整使用。米勒

（Miller）和斯莱特（Slater）69在他们对特立尼达的人们如何使用互

联网的研究中坚持认为，没有所谓真正的或“正确的”互联网。我

们所说的互联网，仅仅只是任何特定的人群对上网的可能性的利

用。特立尼达人对互联网的使用并不是一种扭曲或者本地化，其仅

是互联网究竟是什么的另一个同等例子。同样，人们也并不是固定

的。一个使用互联网的特立尼达人并不会没有那么“特立尼达”

了，但这确实代表了“特立尼达人”这个词含义的改变。这个过程

是一个相互改变的过程，其尊重所有人群的平等权利。

人类学家倾向于回避移动电话究竟是什么的一般性争论，而

更喜欢深入研究高度特殊的本地环境和电话的使用。例如，阿坎

巴特（Archambault）70在莫桑比克一个省会城市的郊区开展的对移

动电话的研究，她的论述就不是从英美关于手机对隐私的影响的

争论开始。她的主要兴趣在于手机进行欺瞒和保密的能力、其对

人们隐瞒和揭露秘密的技能的促进和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

亲密关系和新的经济能力。例如，如何在不引人嫉恨的情况下展

现社会地位？阿坎巴特还记录了移动电话如何让人们更容易地与

情人见面，但其也创造了让人们可以对对方进行查岗的新方式，

这让电话被指责为元凶，而非不忠本身。受人尊敬并不取决于你

做了什么，而取决于你谨慎行事的能力。在不稳定的境况下，视

而不见、听而不闻可能是有效生存的关键。手机很容易被盗，销

赃也很轻松，因此创造了手机本身基于犯罪的地下经济市场。手

机的存在引发了各种关于信任和亲密关系的问题，在当地，这些

问题在关于移动电话究竟是什么的讨论中占据了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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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滕胡宁（Tenhunen）于1999年到2013年间在西

孟加拉邦一个约有2400名居民的村庄中71进行的移动电话研究。

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机在各种形式的共存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最

开始，人们将手机用于特定的本地事物，比如帮助人们参加吊唁

仪式。后来，手机成为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迁的一部

分。手机的主要关注问题还是在于亲属关系，比如说，人们通知

亲人们工作机会或者安排医疗看护的任务。这其中包括了彻底的

改变，比如妻子们现在可以与娘家保持联系。然而，如此的影响

是有限的，因为妻子们可能还是要依靠她们的丈夫或者其他夫家

亲戚才能打电话。与其他地方一样，这个村庄的人们接纳手机的

主要动力并不在于政治或经济方面，而是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新式

手机接触到各种娱乐形式，并获得乐趣。72买不起电视的低种姓

人们则直接跳过了电视，使用手机，同时他们还可以使用手机来

获知工厂的招工情况。然而，移动电话对基本的社会等级体系并

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73虽然滕胡宁关注的只是单一的一个村

庄，但是她的工作与《大印度电话簿》（The Great Indian Phone 
Book）74中一个杰出的调查相辅相成。这一调查探究了电话对印

度更为广泛的影响。

第三个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例子（这也是本书所立足的方

法）是以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上的一个小定居点为背景的。霍比

斯（Hobbis）75的研究有力地进一步证实了本章之前的小节中关

于智能手机是由其实际使用，而非其所具备的功能所定义的观

点。霍比斯研究的人群几乎不发短信，并将语音通话限制在每两

周打一次一两分钟的频率。然而，智能手机通过亲属关系对该社

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被广泛应用于照顾儿童和

性别互动中。这可能提供了一个关于智能手机的极端案例，因为

它似乎完全不像一个“手机”。

这三本书都是典型的人类学使命的体现：持续并带有同情心

地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在这些书中，我们能体会到一个生活在

印度村庄或莫桑比克城市中的年轻人，在拥有新手机的时候可能

是什么样子。然而，正如福斯特和霍斯特（Foster and Horst） 
76汇编的一本侧重于太平洋区域的文集所示，也有其他作为补充

的方法。例如，在这本文集中，霍斯特关注了太平洋地区的主要

手机供应商Digicel；霍斯特在2005年与本书作者丹尼尔在牙买加

也一同研究了这个公司。77对Digicel公司广告的研究揭示了，该

公司如何试图将自己包装为一个朋友的形象或是一个良好公民的

形象。Digicel公司安装的电话信号塔一方面引起当地人对监视和

控制的焦虑的，而另一方面，当地的政客们又以信号塔带来的 

“发展”邀功。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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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斯特和霍斯特文集中的其他章节研究了具体的情境。利普

赛特（Lipset）79呈现了这样一个案例： 移动电话作为人们可以

与陌生人联络的第一个机制，解放了传统亲属关系的束缚。沃德

洛（Wardlow）80与患有艾滋病的妇女们一同工作。这些妇女的亲

戚对她们避而远之，于是她们通过打陌生电话寻找支持她们，为

她们提供情感支柱和实际照顾的陌生人与这些妇女们的家人或者

男友不同，这些慷慨的陌生人并不会要求金钱、猪（作为畜产

品）或者性（就男友这一情况而言）作为回报。这本论文合集展

示了人类学家会研究与智能手机使用相关的相关公司和更广泛的

政治经济情况。81霍斯特还主张对移动通信背后的基础设施给予

更多的民族志方面的关注。82

人类学只是为我们理解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做出贡献的众多

学科之一。对于新媒体和个人关系的研究的总结可见《数字时代

的个人联系》（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和《社

交媒体和人际关系》（Social Media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83社会学家更多侧重于网络中的个人。这一方法在《联网》

（Networked）84一书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该书也采录了美国皮

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正在进行的许多优秀调查。

在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研究中还发展了其他有影响力的研究方

法 。 8 5其 中 一 大 贡 献 来 自 传 播 学 ， 比 如 由 帕 帕 克 瑞 斯

（Papacharissi）86所编撰的书中介绍了许多更为专业的术语。正

如同前文所述，由于智能手机已经进占了生活中的许多领域，现

在各个学科都对此有自己的见解，无论它们主要关注的是宗教、

犯罪还是旅游。通常，关于定位技术等话题的书籍会为不同学科

都做出贡献。87人类学家为其中许多领域也有所贡献，比如博斯

特尔（Postill）88就对数字化政治（digital politics）的研究做出了

贡献。还有一些新兴学科研究数字通讯的空前影响，其中人类学

同样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例如科尔曼（Coleman）关于黑客和 

“匿名者”（Anonymous）黑客组织的研究。89

外部性外部性

我们使用民族志的研究术语“整体语境”（holistic context- 
ualisation），是希望能将一切对理解全球智能手机问题所产生影

响的因素纳入考虑，这意味着我们无法提前知悉与研究主题相关

的背景。正因如此，民族志研究者会尝试考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以防遗漏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但还是有许多影响智能手机的

力量根本没有出现在民族志研究中，此外本卷涉及的民族志研究

也仅基于个体用户展开，并未同等地涵盖霍斯特（Horst）和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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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Foster）研究中对公司企业和基础设施影响的考虑。正如霍

斯特（Horst）所指出，总会有更宽泛的社会经济背景应被纳入智

能手机的基础建设，这其中通常包括了国家法规。90

因此我们的民族志研究可能会导致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

性”（externalities）缺失，比如一件物品的价格反映了生产该物

品公司的成本、但不包括处理其生产制造时导致空气污染的成

本，那么空气污染就变成了一种外部性。在民族志研究中，智能

手机产生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也不太明显。

幸运的是，有一些其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发现来补充上述提

及的问题。例如，马克斯·韦尔（Richard Maxwell）和托比·米

勒（Toby Miller）在合著书籍《你的手机有多绿色？》（How 
Green is Your Smartphone?）91中考虑到了各种智能手机可能对环

境和健康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的方式。从构成智能手机的组件来

看，也存在更广泛和隐蔽的影响，它不仅体现在稀土政治和智能

手机材料的生态影响，还体现在对所涉及能源相对无形的使用，

包括为实现全球通信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的庞大网格。92智能手机

已成为数据收集的一部分，同时又为人工智能和其他领域当前的

发展提供了养料。作为遏制新冠病毒(Covid-19) 传播的一种手

段，智能手机被用于追踪人们的活动和接触行为，在这方面清晰

地展现了其影响力。

还有的研究涉及智能手机和大型公司之间更广泛的政治经济

范畴，如苹果、脸书(Facebook)、腾讯或三星等，93并扩展到更广

泛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的概念。94另几项新研究

则引起了对原本被忽视群体的关注，例如辅助性职业。莎拉·罗

伯茨 (Sarah Roberts) 的《屏幕背后》(Behind the Screen)95 揭示

了负责内容审核的“模糊劳动力”（obfuscated human labour），

这些人需要对内容负责，已成为公司应对道德压力的一部分。

格雷（Gray）和苏里（Suri）合著的书籍中也有类似对于 

“幽灵工作”（Ghost work）的揭露。96在第九章中我们考虑了

另一个重要的外部性，它在近期针对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97和监视国家（surveillance state）98兴起的批判性辩论

中显现。结合最近在应对新冠疫情中的体验，我们发现在关心和

监视之间存在的微妙差别。同时监视问题又引入了越来越广泛的

关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AI) 发展研究的文献，大数据和AI也都

包含在智能手机的“智能”元素中。99之所以称这些为“外部

性”的理由，恰恰正因为它们不应该是外部的，实际上它们应当

被理解为智能手机本身的组成部分和其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在我

们进行的民族志研究中，此类体现可能并不明显，所以本书需要

引用上述内容予以补充。



导论 21

结论结论

全球智能手机（The Global Smartphone）项目是指我们针对智能

手机、基于10个地点民族志开展的比较研究，内容涵盖互联网和

资本主义，但它们各自在特定环境中可能大不相同。100本书中既

有个体的独特心声，也有常见或普遍的现象。但有些声音往往不

是来自个人，而是家庭或社区的。这些声音包括在爱尔兰和圣地

亚哥的不同派别，包括了日本农村和城市、坎帕拉和雅温得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社区之间的差异。这些地方的经验一方面也展现了

智能手机是全球同质化或泛化的工具，例如视觉形式在交流和关

怀中影响力的提升、计步器的广泛使用等等。即使最后一章得出

了理论，但普适性概括和抽象性总结之间也受到细微差别的影

响，这种差别变化最终还是回溯到家庭或个人身上。通过个体到

普世的调节，研究者能够给予地方性和普遍性同等的尊重。

“自下而上的智能”观点聚焦于人们如何创造智能手机，而

不仅仅是使用手机，人们所做的绝不仅仅是简单地添加内容。人

们可以拒绝使用语音助手等内置组件，可以围绕某些任务重新配

置应用程序以适应自己的日常工作，或者针对社交礼仪表达自己

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用法时，这些选择都促成了对智能手机的创

造。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可能发生在受约束的情况下，比如妇女或

中老年人也许没法获取相关知识，有的人负担不起必备的设备，

有的公司会刻意助推用户做出能产生利润的选择等等。对一些人

来说智能手机的是具有侵入性的，有的人还提及到了成瘾现象。

本书会尽少做出论断，而更多地展现全球多样性。正是用户以及

这些限制因素的多样性造就了全球智能手机。

注释注释

 1 本项目参与学者劳拉·哈皮奥·科克（Laura Haapio-Kirk）丹尼

尔·米勒（Daniel Miller）和王心远（Xinyuan Wang）体现了研究

的连续性，他们此前都曾在“为什么我们发帖”团队工作，这项针

对全球社交媒体的研究同样由伦敦大学学院（UCL）人类学系主

持。有关该项目的更多信息可访问链接：https://www.ucl.ac.uk/why-
we-post/。

 2 2019年统计数据。

 3 2020年移动互联网统计数据。

 4 Clements 2014。
 5 “自下而上的智能”一词取自卡特里安·皮佩（Katrien Pype）于

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我们认为在当前关于智能手机和其他数字

https://www.ucl.ac.uk/why-we-post/
https://www.ucl.ac.uk/why-we-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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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民族志研究中，皮佩在金沙萨的工作成绩斐然，本卷的参考

书目中引用了她的几篇论文。

 6 Telegraph 2019。
 7 此处并非指智能手机没有可借鉴的历史，引例参见Agar 2013。
 8 Sarvas and Frohlich 2011。
 9 关于视觉（和视觉-数字）传播类型更为复杂、具备历史价值的研

究，可参见：Mitchel 1992; Friedberg 2006; Dijck 2007; Mirzoeff 
2015; Favero 2017。

10 Humphreys 2018, 29–49。
11 文化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施 (Christopher Lasch) 认为，现代大

众媒体促进了“自恋文化”。在对美国战后社会的开创性研究中，

拉施定义了一种据其所称与家庭衰落密切相关的“病态自恋”： 

Lasch 1979。这种批评尤其受到心理学领域当代数字文化的影响，

其典型特征为专注现代“自拍文化”与自恋之间的联系，引例参见

Weiser 2015; Sorokowski et al. 2015; Barry et al. 2017。
12 Frith 2015 and Greschke 2012。
13 Bogost 2020。
14 Cronin 2013。
15 Norman 2015。
16 补充说明，这是一项计划于特立尼达开展的小型后续研究，还未正

式启动。

17 例如Istepanian et al. 2006 and Donner and Mechael 2013。
18 Schaffer et al. 2008。
19 Oudshoorn 2011。
20 Hingle et al. 2013。
21 European Commission 2020。
22 我们团队目前正在就我们健康相关的项目与观察撰写一本合著， 

而关于WhatsApp与健康相关的使用的研究，目前已有一书出版。 

参见Duque 2020。
23 关于部分调查点的介绍短片可见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

UC8gpt3_urYwiNuoB83PVJlg 
24 爱尔兰的两个调查点有着十分相似的人口，两位人类学家也得出了

非常相近的研究结果。因此我们将这两个调查点合并成一个都柏

林“调查点”。尽管库安距离都柏林市有些距离，但库安划片于大

的都柏林地区。

25 “社交街”（Social Street）首次于2013年出现在意大利博洛尼亚，

现在已遍布整个意大利。它旨在促进该地区居民之间的社交。参见

Social Street 2020。网址：http://www.socialstreet.it。2016年，随着

洛诺社交区Facebook群组的成立，洛诺社交街这一概念应运 

而生。

26 参见前面关于合并爱尔兰调查点的尾注。

27 BBC News 2007。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8gpt3_urYwiNuoB83PVJl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8gpt3_urYwiNuoB83PVJlg
http://www.socialstree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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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掌上电脑Palm pilot和诺基亚通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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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

人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人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手机的定义本只是让人们可以通过语音或文字进行沟通的设备。

到了2021年，智能手机变得极其重要。人们不仅用手机来聊天，而

且聊天内容也离不开手机。本章将分析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

有何重要意义。人们谈论智能手机时，也是在谈论道德问题以及

对当代生活的忧虑。我们不仅是从智能手机技术本身及用途分析

智能手机的影响，还包括其作为象征和习语的意义。现在我们不

仅专注网络用语的细节，1也把关于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以及手机

本身一同看待成智能手机定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章节里我们

的研究表明关于手机的争论其实很少针对手机的实际日常使用。

智能手机还有另外的功能，即人们可以通过谈论智能手机来讨论

道德问题——智能手机的使用反映了更为宏大的现代生活舆论语

境。因此我们要承认以及考虑智能手机舆论语境的重要性，包括

手机成瘾、用手机传播虚假消息以及手机信息监视等话题讨论。

当人们从总体谈论智能手机时，舆论语境难免偏向负面；而

对于某个手机应用或用途，如定位或拍照时，舆论语境则更为正

面。在都柏林调查点，起初老年人都称自己只用智能手机打电话

或者发信息。但在我们基于观察他们实际手机使用情况进行更多

系统性访谈之后，发现其实他们经常使用的应用及功能有大概25
到30个。看来受访者在某种程度上想以此证明自己与沉迷智能手

机的年轻人不同。在表明自己只使用手机基本功能后，他们迅速

转移话题到手机带来的问题上，如侵犯隐私及假新闻。本章将展

开讨论其中的问题。因此将人们对智能手机的总体评价和实际上

的日常使用分开讨论显得尤为重要。每种现象形成原因及带来影

响都不一样。



人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 27

强调舆论语境对展开论述上一章中定义的“外部性”

（externalities）有着重要意义。显而易见，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看法

已经被政府、媒体、公司及其他大型机构，如宗教组织2等庞大组

织个体所影响。学术界也算其中之一，包括心理学家、政治理论

家等作出的研究，这些学术专家会参与政策法规研讨中。3比如，

研究参与者们会抱怨商业利益逐渐渗入社交媒体、为个人隐私和

信息监视而感到焦虑、或是担心使用手机对个人健康的影响。人

们也会不断引用报纸上心理学家关于智能手机的研究或政府认为

人们逐渐对手机上瘾的言论。在对话中，我们几乎可以马上分辨

出人们所说的哪些是来自媒体上专家的意见。只要我们表明正在

进行关于智能手机的研究，受访者经常就会马上一套套地重述日

常读到、听到以及在亲朋好友中谈到的关于智能手机的观点。

国家及媒体国家及媒体

不少国家的政府视数字基础设施为人民福利之重，提倡发展

4G、5G，免费无线上网热点，以及不断扩大网络范围至农村地

区。在日本农村调查点，为解决人口减少问题，当地政府近来工

作重点之一就是安装高速宽带，借此重振经济，吸引外来人口。

政府清楚认识到提供数字基建能为选举带来优势，因为人们日益

认为这属于公共事业且人民有权享有这些设施。

不过，当人们为信息监视感到焦虑时，政府首当其冲受到指

责。爱尔兰近来有报道称，政府找了公司对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

媒体进行监视，从而得知市民的想法。4虽然社交媒体上大部分内

容也算是公共数据，但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此举表明政府也有可

能会对私人通讯进行侵入式审查。剑桥分析丑闻(Cambridge 
Analytica scandal) 5爆出政治团体收集用户信息以图利；前美国中

央情报局分析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披露国家监

听项目等类似消息不断传出，全球争议不断，人们越发担忧。在

无线网络和4G的需求日益增加背景下，选举活动同样引发民众对

信息监视的担忧。基本上存在正反两种声音，而民众普遍对此有

着非常矛盾的心态。

在乌干达，讨论智能手机的道德问题已经成为了代际矛盾的

缩影。在卢索齐（Lusozi），由于网络和国际媒体上各种未经审

查的信息随手可得，老一辈几十年来积累的个人经验被年轻的网

络一代低估且轻视，引起矛盾。老一辈还担忧错误信息、西方

化、失去敬老、团结的传统美德，以及对年轻人可能造成的其它

形式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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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也在关注相同问题而且鼓吹这种舆论。2018年,乌

干达总统穆塞韦尼（Museveni）（在2020年为76岁）指控社交媒

体发布假新闻、散布流言蜚语（乌干达语：olugambo）、传播巫

术、色情作品、且普遍绕过运营商提供服务（Over the Top）。

同年七月一日乌干达政府宣布征收社交媒体税（OTT tax），6由

运营商执行，以达到规范“流言”的目的。在当地如果要使用脸

书，WhatsAPP, Instagratm, 推特以及Skype等社交平台，需要先

额外缴纳每天200乌干达先令(约合0.4元人民币)或者6000先令一

月（约合12元人民币）（图2.1）。7社交媒体税一出，迅速就在

一万五千个WhatsApp用户中广为流传，如此社交媒体税本身也成

了被社交媒体散播的新闻。社交媒体上兴起各种带上“废除此税

（ThisTaxMustGo）”标签的请愿和宣传活动帖子。各种抗议活

动占据乌干达的新闻头条，引起国际关注。现年（2020）38岁的

波比·韦恩（Bobi Wine）也组织了其中一些抗议活动，他从流

行音乐人转变为反对派，宣布代表“乌干达沮丧的年轻一代”。

他时常把社交平台描绘是年轻人得以摆脱年老总统领导的平台。

图图2.1 智能手机界面上显示社交媒体税的缴纳选择。用户可选择

为自己号码或者别人号码缴纳。研究员夏洛特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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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智能手机使用的政治手段包括限制人们上网。中非喀麦

隆便是如此，因为英语母语者被占主导地位的法语母语者和政府

视为反对派，所以当地政府反对派所在地区断了全部的网络。8乌

干达政府称这些措施可以保护人们不会被“不良科技”所伤害，

所以是有必要的。社区领导和媒体也在不断营造这样的舆论语

境。2017年一篇名为《喀麦隆：智能手机与使用价值以外的死亡

风险》的文章总结了不同智能手机带来的风险，如“经常接触无

线射频”，以及“听力衰退、患癌”，还有开车时讲电话带来的

危险等。9作者不仅列举了手机会带来的实质性、物理上的危险，

还指出年轻人懒惰，只依赖手机来经营自己的社交网络。另外使

用手机还有碰上道路事故，触电或者火灾的风险。10

中国政府已经从很多方面对网络进行国家管控。中央政府大

力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基建和制定相关规则，同时又限制国家搜

索引擎的使用。11国家通过“三层过滤”机制管控网络：防火

墙，关键词屏蔽和人工审查。12防火墙封锁黑名单网站，以及包

括脸书，推特，谷歌和维基百科等社交媒体服务的访问。第二层

过滤为“关键词屏蔽”，审查敏感的材料会被自动屏蔽。鉴于网

上信息量庞大，第三层内容过滤需要大量人力投入。估计全国有

两到五万网络警察和网络监察员，还有二十五到三十万的付费宣

传员（俗称 “五毛党”）。一个独立的网站最多需要自聘一千

个常驻审查员来进行“自我审查”。13原因是中国网络公司需要

经营许可证，还需要自我审查过滤掉包括色情和政治敏感的不合

法内容。

一般来说，许多国家的网络管控工作重心为信息监视。以以

色列为例，当地信息监视较为普遍。大部分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

人都知道国家安全机构在盯着他们，他们在清真寺或者学校里面

谈话内容都会被监视。作为重要部门，以色列情报局的实力一直

被隐藏着，但是民众都知道其强大。尤其是达拉哈瓦等地区生活

的巴勒斯坦人。因为网络和数字平台上的信息都是公开的，跟踪

和监视就变得容易多了。142014年很多在以色列的年轻巴勒斯坦

人发动攻击之前会在脸书发布声明或者遗书。自此加强对社交媒

体活动的监视和筛选显得尤其重要，15因为这让类似的攻击活动

减少。结果人们对自己放在在社交媒体上内容可能带来的影响非

常敏感。随后新冠病毒大流行，大家渐渐了解到用手机进行接触

者追踪非常容易，以色列成为智能手机引起人文关怀与信息监视

之间矛盾的典型例子。

在很多调查点，智能手机负面舆论语境形成的重大因素之一

就是新闻媒体。可能是因为线上媒体作为有力的竞争对手，断了

传统纸媒的财路。此外，不同年龄人群的阅读习惯有着巨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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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中老年人习惯从新闻报纸上获取信息（但他们也开始阅读电

子报纸），而年轻人更喜欢在报纸以外的地方获取新闻（如社交

媒体）。由此，新闻媒体对于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可能更加保守

和负面，且这样的舆论语境更受年长读者喜爱。纸媒普遍认为自

己的新闻报道是传统规则和较高标准的结合。越来越多人认为国

家和公司进行非法信息监视和收集活动，16此背景下纸媒认为在

政治上自己一直都担任着挑战权威的领导角色。大部分纸媒称自

己的报道都经过严格的事实查核，相比之下，一些线上新闻平台

不负责任，消息也缺乏完整度。某些无法追踪信息来源的线 

上新闻被视为“虚假新闻”。但由于越来越多传统媒体也在线上

发布新闻，线上线下媒体区别越来越小。例如在中国，几乎所有

报纸杂志都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但对于那些自认为严肃的受认

可的记者来说，他们还在想方设法把自己作品与那些网络新闻区

别开来。

在意大利，学术著作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对于智能手机的舆

论语境，明显呈现出负面与劝告的融合之势。被视为“数字原住

民”（Digital Natives）的儿童、青少年和年轻人容易对手机上

瘾，成为电子设备的“奴隶”。 17媒体特别引用精神病学把对手

机上瘾的年轻人描绘成容易出现各种精神失常症状的“高危”人

群。18政治家和媒体在全国范围引起对智能手机成瘾的讨论，成

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2019年意大利议会收到某法案要求解决“普遍手机成瘾”问

题，尤其要针对十五到二十岁的青少年，因报告指出该年龄群

组“平均每天要打开手机七十五次”。 19五星运动党（意大利民

粹主义政党）议员Vittoria Casa表示“(青少年沉迷手机的)状况

越来越糟糕，必须(把这一问题)像上瘾一样对待……这跟赌博问

题一样。” 20法案建议学校增加有关手机成瘾危险的课程，也要

对家长进行相关宣传知识。也有建议开设类似康复中心的健康中

心，让年轻人接受“再教育”，远离手机，更加“谨慎使用网络

和社交平台”。意大利媒体将人们因为无法使用社交平台或者即

时通讯应用而感到焦虑形容为“无手机恐惧症”（no- mobile- 
phone phobia）。还有新闻头条是这么形容的——“总为智能手

机疯狂的意大利人——百分之六十一的人在床上刷手机而另外百

分之三十四的人在桌旁玩手机”。 21

2018年九月意大利日报《共和国报》重点报道中老年人使用

智能手机的状况。引用的调查显示百分之七十六的老年人经常使

用智能手机。新闻摘要指出五十五岁以上的长者渐渐“离不开”

电子设备，文章也提到“除了球类和卡牌类游戏，他们还花时间

上脸书、推特和Instagram”。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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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共识公民与共识

在中国人们也是普遍对于智能手机带来的影响持负面态度，但

国家、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却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早在网

络兴起之初，党国、企业和媒体就达成共识。研究员王心远认

为，23发展新媒体技术已成为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实现科技“跨

越式” 发展的主要策略之一。发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显得

尤为重要，中国决心要在这两方面领先全球。24这造成中国政府

一边倒地强调新媒体潜在的好处，以及所有中国人参与到新媒

体发展的过程中的重要性。中共中央官媒《人民日报》25曾作出

以下报道：

互联网日益融入时代的发展，社会不断变革。为了 

解决让不同年龄段群众接受和适应社会的难题，我们必须要 

团结合作。我们必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帮助老年人跨越数

字鸿沟，不让他们落后在信息时代，从而实现社会的全 

面发展。

2014年主流媒体用积极和振奋人心的口吻报道了年轻人张明

的故事。他曾想法设法教父母如何使用他为他们买的新智能手

机，却发现父母很难上手，且总忘了张明的指导。26张明回到北

京以后，父母打过几次电话给他问要怎么使用。张明意识自己总

没空回复，便手绘了九页“微信说明书”讲解如何使用微信。媒

体之所以特别关注张明的故事是因为其符合了当下两大主流观

点——发展数字技术与尊老的儒家思想。要表达的思想是“帮助

长辈跨越数字鸿沟”。

在中国，中老年人群在共产主义思想熏陶下成长，他们拥护

一种共产主义的公民理想。人们常说，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是

密不可分。中老年人大都认同个人和党与国家是密切关联着，是 

“命运共同体”。不少人认为支持国家推动数字现代化是作为好

公民的个人责任。因此中国中老年人对于智能手机的看法与其他

国家的非常不一样。在中国，甚至是年轻人抱怨长辈们沉迷手

机。大部分人认为虽然岁数大了可能会难以学习某些新技能，但

是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永远都不会迟。

在中国很能反映智能手机的政治直接参与度的例子是一款

叫“学习强国”的手机应用。应用名字意思就是“学习造就强

国”，也是“向习主席学习”的双关语。27几个月内这款应用就

成了中国大陆苹果应用商店下载榜第一名。下载的人不是共产党

员，就是想要成为共产党员的群众。有关习近平的政治智慧的文

章、短片和纪录片都能在这款作为信息聚合平台的应用上找到。

用户每天登陆应用、阅读文章、发表评论以及做有关党政策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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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来获取“学习积分”。根据最近国家媒体报道，党领导干部

需要每天都登陆应用保持高积分。从整体来说，党的宣传增加了

对智能手机友好的题材，比如这些描绘卡尔·马克思的微信表情

包（图2.2a和图2.2b）。

中国与其他调查点的情况不太一样，所以放在上一段我们

将其作为特例与前面论述来做对比。而此节最后要讨论的日

本，可以把媒体与国家的影响，与我们将要重点探讨的在普通

群众中关于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串联起来。在日本，人们在公

共场所使用手机要严格遵循礼仪，比如大家都不喜欢在公共交

通上打电话。日本电车上经常挤满了专心玩手机的乘客，如果

你一讲电话，就会马上引来周围乘客的怒视。28往返大阪和京

都直接的电车有专门给老人和残疾人留的座位，全部都贴上提

示语提醒乘客不能在这些区域使用手机，不然他们会过于专注

玩手机而注意不到需要让座的时候。京都电车上的标语会指示

乘客把设备调至静音模式（也称“礼貌模式”）。这只是其中

一例，日本的电车上还有很多和礼节行为相关的提示语，比

如“有礼貌，好生活”。这些提示语说明公众和国家层面关于

个人公众行为的舆论语境， 29这也是日本生活中至关重要 

的共识。

以上例子都是说明国家层面对智能手机的态度。但智能手机

也给国际关系带来重大影响。比如中美关系恶化对智能手机供应

商巨头华为造成的影响。政治因素同样波及某些应用（如抖音）、 

5G发展和智能手机零部件供应问题。

图图2.2a 和图和图2.2b 上海受访者在微信上发给研究员王心远的表

情包截图。图中卡尔·马克思以超人和勤奋的阅读者的形象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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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智能手机与应用产业商业：智能手机与应用产业

除了国家及媒体，其他能对智能手机舆论语境产生巨大影响的组织

就是相关的商业力量。智能手机与品牌紧密相关。像苹果和三星这

些最受欢迎的智能手机品牌的宣传都是铺天盖地，且通常颇具说服

力。很多研究讨论这些大品牌和一些新兴品牌如小米是怎么制定自

己的商业策略的。30过去十年很多品牌打着最佳“自拍”手机的名

号宣传，由此看出，虽然在日本被称为“银币一代（Sliver Yen） 
31的中老年人购买力更强，年轻用户却是主要是宣传的对象。部分

原因是通常中老年人（尤其是七十岁以下的），不喜欢被看作是 

“老年用户”。市场上也开始出现一些针对中老年人推出的智能手

机或者应用，比如瑞典品牌DORO推出的功能更为简单的智能手机。

2019年全球手机用户共下载的应用数量超过两千亿。在购买

应用或相关服务方面人均花费是21美元（约138人民币），其中

超过五分之一是手游应用。32尽管多数用户都希望所有应用都是

免费的，33各个调查点的受访者都坚决表明自己不会在手机应用

上花钱，但他们可能还是会有隐形应用消费，比如通过应用上的

广告购买了服务或者商品。公司制定的以广告收入为主的运营策

略带来的收入可能比以付费下载应用为主的策略要带来更高收

入。34智能手机逐渐成为当代商业社会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因

此公司获取个人隐私信息的成本水涨船高，成为主要开销。许多

受访者都知道应用中信息收集的声明与条款列明的获取信息的范

围远大于使用应用需要的数据的范围。他们本不乐意接受这些条

款，但为了使用应用不得不接受。

中国商业与智能手机已经高度融合，人们几乎不用现金或者

银行卡付费，都是通过应用来结算。甚至是一开始比较抗拒的中

老年人，现也都接受用微信来付钱，而微信支付需要获取如银行

卡信息等重要个人身份信息。35此外，免费增值（freemium，源

自单词“免费” （free）和“增值”（premium）服务已经成为

智能手机应用开发商的主要商业模式。36下载应用和使用基本功

能是免费的，但要使用其他增值功能和服务时就要付费。中国有

越来越多的免费应用提供“付费内容”。

令人惊讶的是，以现有的手机商业规模来说，对比其他同规

模的消费品商业，其广告宣传程度还算低。37直接明显的广告宣

传相对较少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在商业世界中有其他许多著有成

效的广告方式。比如企业会直接通过赞助大量体育活动来宣传，

也会通过直接发讯息给手机用户进行宣传。

最厉害的宣传武器来自其他领域的影响者，他们有方法让不

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生活越发困难。推动人们使用智能手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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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离开了手机，人们无法低价有效地解决日常问题。比

如在都柏林，越来越多银行或者订票服务都是通过手机在线完

成。推动人们日常使用手机的最重要因素，或许是公共事业、政

府机构、零售业和银行部门不断努力节省成本的副产品。所有机

构都试图将人工服务和客服中心替换成线上服务。第七章将论述

线下服务的减少将造成可怕的数字鸿沟，让大部分人别无他选。

他们只能学会使用线上服务，不然就失去正常生活的能力。例如

近来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巴西民众要想得到政府的补贴，一定要

通过智能手机获得临时密码。38这些案例证明正是指责智能手机

带来的各种成瘾和伤害的政府，使得民众离不开手机的日常使

用。综上所述，智能手机和平台公司除了在选品成本之外，并不

需要其他宣传费用。其他机构已经对智能手机做了非常有效 

的宣传。

群众舆论语境与矛盾心理群众舆论语境与矛盾心理

目前为止的例子说明至少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国家和媒体对

于智能手机的看法与行动是充满矛盾的。政府视网络服务为公共

资源，同时也认为有责任解决年轻人遭受的一系列有害影响，与

此同时不间断的基础设施电子化让人们依赖网络服务。报纸等传

统媒体一开始把线上媒体视为争取广告收益份额的敌人，也逐渐

把未来发展转移到线上。在某些调查点几乎所有线上服务都是通

过智能手机来进行，几乎没有人使用电脑或平板。

在普通人对手机的舆论语境方面，本书也容易被偏见影响。

除了中国以外的中老年人，我们主要的调查对象都倾向对智能手

机进行负面评价。一些中老年人认为自己是信息监视和数据提取

的受害者，但也会反过来称年轻人受负面影响最多的群体，也是

他们想要批评的群体，相对来说，他们认为自己对大多负面影响

免疫。

在圣地亚哥，中老年人似乎在与“变老”的污名作斗争。他

们一边认为新的数字科技有多么“不适合他们”，一边又称自己

有多么渴望学习使用智能手机。他们总是抱怨智能手机让人们出

现各种反社交行为，如“圣地亚哥地铁上的人总是盯着手机，从

来不关注真实世界和周围的人”。然而越来越多中老年人用智能

手机发一些怀旧的表情包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下图（图 2.3、 

2.4和2.5）。39

或许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从过去积累的知识没有得到尊重，

才会强调怀旧。住在本托的某位中老年人为自己能记住圣保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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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3 圣地亚哥线上广

为流传的一张表情包上面

写着“不要抱怨作业难。

这就是我以前用的‘谷歌

搜索’。” 截图由研究

员阿方索提供。

图图2.4 同为网上

流行的一张表情

包上面写着“这

就是我童年用的

WhatsApp”。截

图由研究员阿方

索提供。

图图2.5 网上流行的

这张表情包上面写

着“感恩在我的童

年 没 有 被 科 技 入

侵。” 截图由研究

员阿方索提供。

有街道而十分自豪。然而位智（Waze）40、GPS定位、和谷歌地

图等导航应用和技术的出现使得这一技能变得多余。

米兰的受访者同时也承认使用智能手机的好处。“它服务我

（mi-serve）”是当地广为人知的短语，说明了智能手机的实用

性，早晨起床、计划日程、远程或跨国家庭交流……都用到手

机。然而当说起智能手机“剥夺”了他们的时间、注意力或与线

下交流时，评价就变成负面的了。

毫不意外，大众舆论语境往往采用幽默或反讽的语言来化解

这些矛盾。例如，诺洛的教师安娜经常谈论天气。智能手机成了

她的私人天气预报员，能很好地帮助她的日常生活。因为天气预

报有助于她计划一天，从孩子们的课堂到那天的穿着打扮。安娜

还认为智能手机会偷走我们的时间。晚上在狭小而朴素的公寓

里，她常常坐在厨房的餐桌旁或沙发上浏览脸书或回复

WhatsApp，一刷就是大半天。她认为自己被智能手机“困住”，

并为这样浪费时间感到羞愧。

然而，安娜显然也很喜欢她的智能手机，喜欢它提供海量信

息以及与家人联系的功能。事实上，她需要能“消磨”时间的事

物。自从几年前与丈夫分居后，在米兰寒冷的冬天，安娜每天晚

上都在电视机前织毛衣。她解释道：“我喜欢编织，它能分散我

的注意力，这很重要。”编织能分散安娜的注意力。最关键的

是，安娜十分虔诚、乐于奉献家庭，喜欢烹饪等家务活动，因此

编织符合安娜的道德观和社会准则。智能手机能有效地维持她的

社交活动，使她与家人、在米兰的孩子以及许多亲戚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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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6 米兰地铁上。研究员希琳拍摄。

图图2.7 人们使用智能手机通过WhatsApp等社交媒体平台分享的

图，体现典型的对智能手机普遍使用的元评价。截图由研究员希

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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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WhatsApp群组里与亲戚讨论食谱、聊天，她变得没那么孤独和

无聊。然而智能手机是对陌生的现代产物。因此，智能手机与编

织相比，尽管虽然智能手机能让她和亲朋好友更为亲密，但编织

是母辈传递下来的技能，安娜以此为孩子和孙子孙女造新衣，至

少到目前为止，在她看来玩手机尚没有类似的积极的道德意义。

下面短片中的爱尔兰短片“迪尔德丽”也描述了相似的情

况。智能手机提示女主角迪尔德丽每天看手机的时间已经达到六

七个小时，这似乎是手机成瘾。但正如片中所述，女主当时面临

困境，情况艰难，希望能引起共鸣（图2.8）。

智能手机的出现还形成了不同地区新舆论语境的基础。第八

章将更详细论述视频与文字相结合的新型沟通模型。正如麦金托

什(McIntosh)41所描述的肯尼亚个案也与其他地区相关。短信使

得新兴及合成的语言体裁和沟通类型出现，它们很好地表达了当

地习语。反过来人们又能新语言来表达自己对于智能手机给生活

带来的改变的矛盾情绪和其他感觉。

图图2.8 短片: 爱尔兰的迪尔德丽。观看链接: 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MzAxODY3Mg==.html

 视频内容描述：（迪尔德丽接受采访我退休时62岁，退休后，我有了追求 
这些年累积的兴趣爱好的机会，我很享受为当地的戏剧社做戏服。我还开始
钻研“血统”，比如家谱什么的。有时候我会去“朝圣之路”徒步。我还
为当地的社区委员会服务。我有一个园子要打理。我还会花很多时间和孙子
待在一起、照顾他。我知道我听上去挺忙的。但实际上，我有时还是会觉
得愧疚，好像我做的还不够多，还不够有用。这种时候我就会像其他人一
样，拿起手机。有一天我被吓到了，你知道手机会推送那种报告给你，我
才发现，我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有6到7小时。为什么会这样当时，我碰到了一 
些很严重的个人问题。后来我发现，至少玩手机纸牌游戏还能给我一点掌控
感，就是转移一下注意力，让我暂时远离那些问题和麻烦。玩手机的时候
我特别专注，把外面的世界忘得一干二净，这其实有帮到我更好地处理那 
些问题。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xODY3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xODY3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xODY3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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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人们的矛盾情绪也反映了当地历史的特点。许多受

访者认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泡沫时代”， 以索尼等国

际公司的崛起为代表，科技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关键。还没退休的

受访者就以他们的工作经验为例说明为何他们大都对智能设备持

积极开放态度。生于“泡沫年代”后的一代则普遍认为智能手机

会带来工作过劳、以及社交压力。话语间我们能感受到国民的矛

盾情绪。以下是来自京都的石川女士的一段话：“我认为使用手

机的七成时间都是无意义的。刷手机好像吸毒。我女儿就上瘾

了，整天机不离身。智能手机对她来说不是机器或者设备，而像

是另一种生物。但我不认为这是件坏事。”

起初石川女士认为自己不是那么经常使用手机，也不依赖

它。但最后她意识到生活中很多事情都用手机来做，她是多么依

赖手机。最后她总结这是上瘾：“或许一开始是我不肯承认或者

没有意识到对手机上瘾，但实际上我就是。可我一起床就要用到

手机——手机闹铃！”

佐藤女士也有这种矛盾心理，她认为手机是生活的中心，但

这意味着她有时会忽视手机社交范围以外的一些本职工作。她

说：“我需要智能手机，这不一定是件好事。我会过于专注手

机，然后对待我的家务就有点……有点马虎，这是不好的。手机

也是我社交生活的中心。”

大多数在田野调查中观察到的矛盾心理是大众舆论的关键。

我们时常听到参杂各种抱怨的懊恼之词。本托的中老年人称智能

手机可以让他们保持认知活跃度、改善心理健康、和家人更亲

密、减少孤独感。42但同时奥利沃抱怨：“智能手机成为我们第

二个脑袋。智能手机是万能的。我不喜欢人们逐渐依赖手机。特

别是青少年群体，如果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听到不喜欢的话，或者

被霸凌，就很容易产生自杀念头。网络上有很多不良事件，比如

绝交，或者排挤别人。”

本章先前谈到喀麦隆和乌干达政府干预民众上网的权限。许

多人对于智能手机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或许是从较为宏观的舆论

语境衍生而来的，即这些国家未来对智能手机是怎样的态度。在

雅温德，超过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在抱怨智能手机带来不良影

响的同时，也认为自己有必要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因其为“现代

化”和“开放”的象征，而且也能提升个人能力。普遍来说，中

老年人通过批评年轻一代来使自己的矛盾心理得到部分缓解。他

们视智能手机为不道德的知识精英操纵年轻一代的手段，也是某

位教师口中“（使得）非洲文化丧失独特性”的关键因素。

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民众常常开玩笑用“dotcom（网络）”

来指代现代发展，这体现了他们的矛盾心理。“dotcom”尤指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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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网络曝光推动下的“西化（Westernisation）”。因为年轻

的“dotcom”一代从小就接触这些信息，他们尤其受影响。部分

群众忧虑“dotcom”会破坏几代人之间的互相尊重关系。他们认

为“dotcom”不可控，会让年轻人染上不良习惯比如沉迷网络和

淫秽作品、或忽视周遭的真实世界。纳弗拉有两个处于青春期的

孙子，她认为“dotcom”“宠坏小孩”，自己不用“dotcom”。

她说：“我的生活与“dotcom”无关，我在哪都是自由自在的。

我不在乎有没有电视，也不在乎有没有“dotcom”……我真想要

的只是收音机。那对我很有用……我不用搜索功能。我只用手机

来接打电话。我不想知道……若你不严格限制小孩接

触“dotcom”，就容易被惯坏。”

但坎帕拉的中老年人也把“dotcom”视为他们想向子女学习

的方面。一些受访者感谢子女教他们用智能手机，认为这 

是尊重。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dotcom”扭转了老一辈和年轻一

辈的等级关系。孩子可以向他们爸妈学习这种行为，并支持团结

和尊重老人的价值观。这些例子说明人们关于智能手机的矛 

盾心理，以及智能手机的发展有可能与更广泛的政治和代际紧张

相关。

坚定者坚定者

本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每个话题的论据都是多样化的。矛盾心理

非常典型，但并不代表每个人的观点，如以下两个例子。

来自埃及亚历山大，现在住在洛诺的卡利玛，从不为长时间

刷手机而内疚。她认为这是和亚历山大及米兰的亲朋好友在线上

联络的好机会。卡利玛和其他不少女性埃及受访者都觉得线上线

下的社交并没有说哪一种更符合道德。智能手机是上天赐予的恩

物，之前的型号耗电很快，而现代型号更省电，因此她能更好地

进行社交活动。对卡利玛而言更重要的是她能不间断地和埃及朋

友们保持不间断的线上线下社交联系，这也是她在米兰的社交网

络的核心（图 2.9）。

来自都柏林的奥利维亚尤其直率，她担心射频接触带来的影

响。让她更忧虑的是，在手机里面“设置”和“法律规定”里她

发现制造商建议起码和设备保持五毫米的距离，而且建议使用免

提模式，比如佩戴配套的耳机。奥利维亚开始认真所有和接触辐

射和射频副作用有关的信息。她先示找到了医生诊室里的宣传单

张，然后阅读相关书籍，以及询问朋友。最后她问了合伙人有没

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回答是没有，但这也没消除她的疑虑。



全球智能手机40

奥利维亚终于找到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文章暂定辐射和射频接

触为可能人类致癌物。她开始办公室和当地学校派发相关宣传单

张，心里默默标记了当地有多少移动电话基站。她发现人们对她

宣传的回应态度分成两种：要么完全赞同、要么完全反对，没有

人是中立的。

虚假新闻虚假新闻

如前所述，媒体已经从各个角度描绘智能手机的负面影响。其中

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将在第九章展开论述的手机监视。另一点就

是“虚假新闻”，大概是因为媒体本身也担心这一点，所以经常

被提起。“虚假新闻”一词潜在的误导是其暗示了之前的传统媒

体提供的都是“真实新闻”。巴西的中老年人就成了发布虚假消

息的主要群体之一，美国也存在这种情况。43 这又成了中老年人

被污名化的原因之一。44中老年人对此有不同应对策略。一些人

直接埋怨朋友们不先检查正确性就转发消息，而有些人则尝试耐

心等待有相关澄清才转发消息。有受访者这么说，“我会等，过

几分钟就会有人在下面评论，我就知道这条消息是真的还是假

的。”据调查，45百分之七十九的巴西市民认同WhatsApp是主要

信息来源。

图图2.9 国际面包节（La Festa del Pane）现场，这是诺洛当地重

要的社区活动之一。研究员希琳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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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充斥着分歧的选举活动结束，雅伊尔·博索纳罗

（Jair Bolsonaro）后任政府上台以后，虚假新闻的问题引起关

注。路透社称为了宣传总统候选人，人们大概新建了一百万个

WhatsApp群组。46相应也有大量用来核对事实的新群组出现。在

巴西的Projeto Comprova就加入了这么一个群组，群组消息有六

万七千条左右。虚假消息还助长了恶意网络诈骗，有百分之六十

四的网络诈骗链接都是通过WhatsApp传播的。47

人们并不是随随便便讨论的。在意大利，虚假新闻已经成

了媒体报道及热门话题的重要特色。比如在移民比例较高的诺

洛于2018年七月发生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条在脸书上的公开

贴文引起整个意大利甚至全世界社交媒体用户的高度关注。某

位用户在脸书上贴出一张图，看似描绘了成千上万的人挤在港

口的场景——小船载着人，同时还有很多人涌向周围的码头。

标题写着“利比亚的港口……你从前肯定没看到过这些图

片……他们已经向意大利启航了”。发布图片的目的就是要让

意大利人为这些疑似移民即将“入侵”感到紧张和愤怒。起初

图片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发帖者目的达到了。而当时背景是

曾任意大利内政部长的右翼政治家马泰奥·萨尔维尼 (Matteo 
Salvini)支持广泛的反移民言论。但几个小时后，就有人澄清这

是1989年威尼斯举办的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演唱会的照

片（图. 2.10）。

此图一开始出现在个人脸书账户上，然后被揭发是虚假新

闻“骗案”，可以看出虚假新闻多么地“荒谬”。在诺洛，自由

主义盛行，这张图在社交平台上被改造成人们表达自己对种族主

义和仇外情绪的强烈反对。许多人也认识到智能手机被当作传播

错误信息工具的历史根源。毕竟在过去几十年间国内已经有很多

成熟的媒体煽动对移民等议题的焦虑，在贝卢斯科尼

（Berlusconi）时期便是如此。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家长经历过而且

也见证了法西斯时期的宣传，他们不认同曾经存在过以“真新

闻”为主的历史时期。

针对舆论语境的学术研究针对舆论语境的学术研究

本书中能辅助我们评估当下主流舆论语境下各种关于智能手机的

观点的例证较少。48正如第一章介绍所言，我们把舆论语境作为

智能手机本身之外的属性，而不是手机实际的使用情况。民族志

研究并不能判断这些观点正确与否。我们偏向集中论述已有大量

例证支持的观点，同时也把这些观点应用于各自调查点的道德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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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2.10 这张被广泛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的图虚假地描绘了利比亚

移民正准备“向意大利启航”。随便被揭穿这是1989年平克弗洛

伊德演唱会的场景。截图由研究员希琳提供。

值观讨论中。鉴于这些舆论语境具有深刻意义，以及带来巨大影

响，我们简要介绍一些能帮助评估观点的学术研究。

在初期研究智能手机舆论语境的发展历程乃有效的切入点，

亚当·伯吉斯（Adam Burgess）对此的研究比较完善。49他论证了

民众对于早期手机可能会危害健康的各种担忧和焦虑，同时深究

了担忧情绪的成因，以及能在一定规模的群体里成主流氛围的缘

故。舆论语境发展的研究引发一场关于人们如何认知风险的长期

学术讨论，揭示大众对智能手机的担忧存在已久。另外，尽管智

能手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担忧还是具有连贯性的。

针对智能手机最广泛的学术争论大概是围绕其政治影响，受

访者们也都讨论到这一方面。除一些观点持中的讨论外，50研究

者们的观点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情况。比如这些年来学者们一直在

争论究竟新媒体是起到“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的作用还是

引起“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但这些名词都表明社交

媒体和智能手机让我们只能接触到与自己观点相近的政治舆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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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而了解不到反对的言论。许多著作谈到新媒体和智能手机的

过滤气泡作用显著增强，或许已经到了造成恶劣影响的程度。 
51但也有其他著作提出反对意见，通过列举例证得到完全不同 

的结论。52

而关于成瘾（addiction）这个概念的讨论则更为复杂，因为

名词本身指代不清。手机用户们常常提到自己“成瘾”。也有许

多励志书是针对成瘾者的。53但“智能手机成瘾”真正含义究竟

是什么？大家当然不会只盯着空白的屏幕，肯定是在浏览某些内

容。如此，成瘾可能意味着喜欢玩卡牌游戏、过度关注特朗普新

闻、关注Instagram上的名人、或者学生想要知道朋友们是怎么评

价自己的。每种成瘾都是有自己的关注点、成因和影响。因此讨

论的最佳结论应该不是对智能手机成瘾，而是这证明了智能手机

让用户更容易对某种内容或者活动上瘾。Sutton也得出相似的结

论，他提出智能手机“解毒”（detoxing）涉及多种多样的动机

以及对成瘾的理解。54

总是想要了解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是人们对某种内容成瘾的最

重要原因之一，或许还是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原因之一。55这也是

为什么青少年们总是在凌晨三点躲在被窝里刷手机的原因。没有

人认为这是健康的行为，老师们也表示这反映了孩子们缺乏自

信。56无论是认为这种担忧不正常，或者只关注智能手机本身都

是不对的。我们普遍认为我们担忧的是是智能手机本身而不是

人，然而并非如此。人们对智能手机看法中非常突出的一点是，

他们把智能手机作为应对无聊的手段，我们应将成瘾和这一点结

合在一起看。57

遗憾的是我们甚少把这些现象和手机成瘾分开。手机成瘾指

的是总是想要刷手机，而并没有针对某种内容，所以我们应该将

两者分开看待。这种成瘾应被涵盖在范围更广的关于注意

（attention）的讨论中——智能手机使人们对手机屏幕以外的生

活不上心，或者难以保持注意力。此类忧虑似乎与人们普遍对正

念和幸福等概念感兴趣相吻合，正念和幸福的概念旨在促进人专

注地慢思考，关注当下的存在和感受。尽管有些讽刺，我们也会

常常通过智能手机的应用来进行正念训练，如Headspace(头脑 

空间)。58

虽然很难得出“手机成瘾”的实际意义，但关注智能手机在

何种程度上普遍助长成瘾的研究方向肯定是恰当的。例如, 阿尔

巴朗·托雷斯（Albarrán Torres）和高吉恩（Goggin）59论述 

了手机赌博的兴起。一方面如都柏林的Paddy Powe等商业公司热

衷于通过开发赌博应用来盈利。另一方面由于担心智能手机更能

让人沉迷赌博，有人要求国家进行干预和监管。让人忧心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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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是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绕过传统博彩业的商业角色（比如

庄家）来对赌，推动了线上赌博社交性的发展，使得企业开发出 

“社交赌博”的应用。首个赌博应用出现于2013年，成为手机赌

博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从这一例子看来，我们可以明确得出智

能手机可能与成瘾相关的结论。

之所以选择以下案例作为第三个例子是因为我们在田野调查

中最常听到的批评就是智能手机尤其对年轻人有害。《科学美国

人》（Scientific American）60最近刊登的一篇论文从心理学等学

科角度评估社交媒体对年轻人的影响，做出更具有临床性和科学

性的研究尝试。总体而言，初期实验的结果是极度负面的，但最

近的研究表明是负面与积极影响共存。总体上影响是温和的，尽

管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我们应重视数字时代下的儿童和

育儿问题的学术讨论，因为通过社会科学的观察、分析、总结，

政府可以指定合适的政策，越发焦虑的家长们也可以得到建议，

这种研究最具示范性和持续性。通过一系列结合民族志及其它方

法的研究，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工作，以确保我们是从更广泛的语

境下理解儿童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行为。

博伊德（boyd）61认为在父母越来越抱怨孩子依赖线上社交

和内容的同时，他们对孩子在线下公共地区和其他孩子玩的限制

也越来越严格。克拉克（Clark）62在美国的研究表明这些有关儿

童行为的代际冲突与更广泛的阶级问题密切相关。利姆（Lim）

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所谓的新加坡“卓越育儿”。63《平等中的第

一位》（Primus Inter Pares）是利文斯顿（Livingstone）64的著

作，她在这一主题上从事了更广泛的研究项目。从更多民族志活

动, 如她最近的著作《阶级》（The Class），到欧洲范围内的大

规模比较调查，得出了明智审慎的、多方均衡的研究结果：承认

了智能手机潜在的危害，但也对因家长假定孩子的行为而产生的

预期中的焦虑持谨慎态度。利文斯顿的研究也令人印象深刻，因

为她的工作超越了学术，参与到了大量的政策反馈活动中。此

外，通过创建博客“数字未来下的育儿（Parenting for a Digital 
Future）”65等新举措， 利文斯顿和同事创造了自己的数字参与

渠道，家长可以直接访问。这些资源让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

了解孩子的网络生活。

之前有关智能手机的辩论中，往往囊括了诸多高度观点化和

具有表演性的论述和干预措施的提议。而这些可能更多地掩盖而

不是说明问题：会激起人们焦虑，而不是提供帮助。因此，我们

有必要在本章结尾，提供一些关于潜在研究更为积极的意见。文

中最后的例子表明，即便是面对具有高度争议性的有关智能手机

使用后果的讨论，我们依然可以得出基于有效信息搜集，证据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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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且平衡的评估。我们团队也直接受益于这些全面成熟的研究意

见。我们的田野调查长达十六个月，中途会遇到许多焦虑的父母

寻求建议。作为研究者，我们得益于能够获得的来自学术界的良

好建议，帮助我们更有信心给前来求助的受访者提供合理有效的

意见。

结论结论

本章开头提出了一个或许令人意外的观点：人们通常非常笼统地

谈论智能手机，却很少谈及自己实际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在针

对智能手机特定用途的访谈中，受访者的回答通常与笼统的论断

大相径庭：有人讲自己是如何使用谷歌地图进行医院预约，也有

人说起上网听音乐的频率，或在使用网上银行中遇到的困难。矛

盾的说法还不止这一处，后面还会被更多地谈及。关于国家影响

的讨论始于以下研究角度：一方面，国家政府普遍承诺提供更佳

的网络资源，另一方面，这也被视为国家对公民信息监视的根

源。许多其它事例表明，智能手机的影响利弊皆有。

民族志的研究早已指出这些明显的矛盾渐渐在普通民众中造

成了深刻的矛盾心理。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该结论的矛盾性显

得愈发显著。应对这种大流行的关键涉及到使用到手机追踪的功

能。人们明显注意到智能手机在信息监视和隐私获取方面的功能

被加强了。但同时，智能手机，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技术解决方

案，也展现出其承载人文关怀的另一面。从2020年3月开始，我

们见证了全球反应的显著差异，以韩国为例，政府的举措更注重

分享公共知识而非个人隐私。而美国共和党则坚定认为个人隐私

比公共健康数据更重要。归根结底，这种态度的差异在于，平衡

人文关怀与信息监视的问题本质是道德问题，而非技术问题。这

个例子说明了本章的主要观点，即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通常

关系到更为广泛的道德和政治问题。

关于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往往是由各利益相关方牵制所形

成。政府会谴责人们过度使用智能手机，因为管控手机使用已经

是政府管理的关键。较成熟的传统媒体会格外关注他们读者群的

人口结构变化，并努力应对这些变化对其经济生存带来的挑战。

有经验的记者还担心智能手机使用对报道质量和评判的影响，及

其对严肃的批判报道的挑战。商业力量关注如何维持利润。中老

年人也有理由认为，智能手机是年轻人越来越肤浅的证明，他们

看到智能手机破坏了年轻人对自己积累多年的知识的尊重。政府

和企业想要通过数字化来节省成本，这似乎直接违背了其要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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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使用的想法。数字化的诱惑压倒了许多关于数字化的担

忧。

不同地区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国家-公民联盟。在中国，正是

中老年人认为，成为好公民意味着要发展自身的数字能力，从而

助力中国在数字领域取得全球领先地位。在日本，国家更注重沿

袭传统，维持社会和谐、避免秩序混乱。在喀麦隆，在政府和民

众的舆论中，智能手机的使用都代表着现代化和发展。普通民众

对智能手机的评价经常徘徊在消极和积极之间，有时甚至在同一

句话里出现两种态度。当有人说智能手机是福也是祸时，他并不

是虚伪，也不是无知。因为智能设备在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会

造成新的问题。本书的每一章都会论述此观点。在如此情形下，

也许这是唯一合理的个人反应。本书结尾，我们回到了目前看来

最显著的人文关怀和信息监视之间如何平衡的例子，即人们如何

看待新冠大流行中智能手机的作用。

关于智能手机影响的舆论语境本身也会带来影响。对人类学

研究来说，其中一些影响与社会关系有关。比如，在代际冲突中

人们如何运用与智能手机相关的舆论语境。中老年人会藉由年轻

人的智能手机使用来批评在他们眼中年轻人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下一章会提到年轻人也会刻薄评论中老年人在智能手机使用时如

何遇到困难。代际关系紧张不仅关系到谁尊重谁，还涉及到基于

年龄的依赖、自主、尊严和不平等这些复杂问题。本章的重点

是，这种冲突的大部分原因不在于智能手机本身，而在于人们对

它的评价。从这一观点出发，我们将关注更大范围的话题，即从

人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而不是怎样看待手机，从而进一步分析

智能手机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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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

情境中的智能手机情境中的智能手机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作为实物的智能手机作为实物的智能手机

我们应当先认识到智能手机作为物质性客体的存在，再去探究其

作为交流工具的用途。智能手机的物质实体性（tangibility）对不

同人群的影响程度和原因也不尽相同，比如说，很多意大利人都

自知他们以时尚格调著称；1在将智能手机作为时尚单品的研究

中，最为有趣的几个都出自于意大利社会学家利奥波第那﹒福尔

图纳托（Leopoldina  Fortunati）之手可能并非偶然。 2洛诺

（NoLo）坐落于意大利米兰，这座城市的经济发展与时尚风格紧

密相关。在这里，时尚风格体现在手机的各个方面，比如屏幕显

示，外观，配件或者饰品等。而在其他地区，智能手机作为实物

的影响更多体现在费用上——不仅仅是手机本身的价格，还有使

用数据流量和无线网络连接带来的花销。

住在米兰的独居寡妇莱昂诺拉是个尽心尽责的祖母，她每天

都接送两个读幼儿园的孙子上下学，并照顾他们直到晚上7点钟

孩子的父母下班回家。这些活动都是她和孩子们的父母通过使用

智能手机来相互协调进行的。莱昂诺拉的智能手机就是一座关于

她的孙子们的视觉圣殿：手机壁纸是孙子们度假时的照片，手机

背面还贴着他们的其他照片。这些照片的拼贴就像她在冰箱门上

的布置。 她的冰箱门上贴满了做成冰箱磁贴的老照片和美好回

忆。冰箱让她能够喂养孙子们，智能手机则能让她与家人建立联

系，这两个地方都让莱昂诺拉能够看到即使并不在眼前的他们。

在日本，智能手机的保护壳和手机吊坠通常是个人审美的体

现。以来自京都、今年六十多岁、穿着华丽的职业歌手绿子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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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她选择了一个自觉能够反映她幽默个性和女性气质的黛丝

鸭形象的塑料手机壳，还在上面悬挂了一根口红和一只高跟鞋式

样的吊坠（图3.1）。日本的中老年人更经常选择的是一种风格 

严肃、大多为皮质的翻盖手机壳。这种设计的手机壳能起到保护

到手机屏幕的作用，他们还常常把名片塞到手机壳的内袋里。另

一位六十来岁的女士解释道，她绝不会买一些她感觉和她年龄不

相称的亮色或者年轻化的衣服，而她纯色的翻盖的手机壳也正是

这种审美观的外延体现。

不分男女，许多参与者都有这种上了年纪就希望不要表现得

太夸张的想法。下面这张图片是来自京都的六十多岁的佛教僧侣

泽田先生在脸书上发表的一则动态。他在其中向他的朋友们解释

为什么他新换了一个在他看来过于“招摇”的大红色的智能手机

保护壳（图3.2）。他写道，这个壳原本是他妻子的，但是因为他

之前的蓝色手机壳实在太过破旧了，他现在只好用这个红色的来

代替。他已经贴上了一些用来装订书籍的胶带来让这个手机壳看

起来低调一些，也请求看到他使用这个手机壳的人们予以理解。

卢索兹警察奥诺诺的智能手机上的装饰与其基督教信仰有

关。他将耶稣像设为手机背景，以期“获得保护”。他补充

道：“如果你遇到什么麻烦，就把手机打开然后保持屏幕常亮”。

他是从谷歌商店中选的这个壁纸，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则会选用

一张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图片以求得到更多的保护。奥诺诺总

图图3.1 一位六十多位的职业

歌手用手机吊坠来匹配其特

点。研究员劳拉拍摄。

图图3.2 一个让佛教僧侣感到不妥

当的红色手机壳。他解释说这个

手机壳以前是他的妻子在用。研

究员劳拉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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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时节的更替来更换手机背景（比如在圣诞或者复活节的时

候）。如果他做了噩梦，或者收到了死讯以及其他什么不好的消

息的时候，他还会把耶稣像放在他的床上。

人们还能想出非常有趣而且别出心裁的点子来。住在米兰洛

诺的艾丽莎实验性地将她的智能手机和一个固定电话的老式听筒

结合在了一起（图3.3）。对于她而言，这一结合将人们通过即 

时通讯应用WhatsApp进行无限时通话的可能和对座机的熟悉感切

实地联系在了一起。

以上各个例子都分别代表了一种对智能手机的本土化审

美，3使之更像是一个时尚配件。作为实物，智能手机对人们还

造成了另外一种可能是负担的影响：在人们使用智能手机、或

者仅仅是随身携带它们的时候，智能手机都需被妥善地安放。

对于原籍埃及，现在住在洛诺的蒂娜来说，她的一项日常活动

就是在照顾她4岁大的儿子、或者推着购物车走路的同时，拿

着手机给她的亲戚朋友们打电话。和其他住在洛诺的戴头巾的

妇女一样，蒂娜也有把手机塞到她的头巾里的习惯，这样她就

可 以 一 边 打 电 话 ， 一 边 给 她 的 宝 宝 喂 奶 或 者 使 用 缝 

纫机了。

图图3.3 研究参与者艾丽莎所组装的设备，此装置一半是座机听

筒，一半是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研究员希琳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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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与身份地位智能手机与身份地位

在邻近巴西圣保罗的本托，研究员玛莉亚开设了WhatsApp即时通

讯应用学习课程。洋子是唯一一个带苹果手机来上课的人。在课

堂上，这部手机被显眼地放在桌子上展示。因其高端的设计、良

好的口碑以及高昂的价格，洋子的苹果手机感觉像是成为了某种

身份地位的象征；但这一象征却对洋子造成了困扰——她觉得她

因此必须要非常熟练地使用苹果手机才能配得上这部手机的地

位。对此，洋子的解决方法是让大家知道这部苹果智能手机并不

是她自己购买的。与绝大多数使用苹果手机的本托中老年人一

样，洋子的手机也是从她的儿女那里“继承”过来的。

在雅温得，大多数人都有两部智能手机，其部分原因在于喀麦

隆境内有多家网络通信运营商，其提供的通讯质量在不同地区有所

差异。一位雅温得的高中教师做出解释：“在某些街区，你仅仅只

能找到两家主要的电信运营商，也就是Orange和MTN。但有时候，

你又不得不使用第三家的服务，可以是Nextel，或者甚至是

Camtel。我的有些朋友拥有两三张手机卡，他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

拥有多部智能手机可以彰显个人财富并且赢得尊重，但这仅

仅是在至少其中一部手机是高档品牌的情况下。而对于和洋子一

样，主要是使用儿女因为换新淘汰下来的智能手机的中老年人来

说，使用高档手机也并不能意味着什么。在雅温得，把智能手机

展示给大家看是件很寻常的事情，很多行动不便的中老年人都把

手机放在桌子或者其他容易够到的台面上。对于更在意手机的外

观，常常把他们自己的照片打印在手机保护壳上的年轻人来说，

他们把手机拿在手上、或者是放在兜里带着走的这一习惯，可能

助长了这座城市中手机扒窃案件的高发。

曾是老师的雅温得寡妇玛丽发现“继承”而来的旧手机可能

并不是很可靠。她的9个子女已经送了她5部手机，但是这些旧手

机很快就变成了累赘，特别是在她孙辈借去手机还弄坏了的情况

下。这些不可靠的旧手机成了玛丽尝试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一大

障碍，而且手机坏掉或不能正常工作对玛丽来说也是个麻烦事，

因为那时玛丽已经开始依赖手机的诸多功能，包括闹钟（对其服

药安排至关重要）、即时通讯聊天（WhatsApp和Skype）以及图

片储存等。

手机可能还能反映除了身份地位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在21
世纪初就有了可联网手机的日本，可上网的翻盖手机（garakei）
在参与研究的中老年人中仍然很流行。4参与者们对智能手机的接

纳程度与性别也有关系，女性参与者一般拥有除工作外更广泛

的、由家人和朋友所构建的社交网络，她们也更愿意更新换代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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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机，并参加智能手机的培训课程。与之相反，男性参与者更

有可能继续使用传统的翻盖手机，或者甚至以座机作为沟通首

选。一位六十多岁，来自京都的男士解释说，即使他已经有了一

部智能手机，他还是继续使用着他的翻盖手机，因为那个手机上

存着关乎他专业身份的所有的工作联系人信息。

智能手机的费用智能手机的费用

智能手机正在变得越来越普及，但一道巨大的数字鸿沟还是横亘

在买得起智能手机和买不起的人之间。如图3.4所示，在卢索兹

204个平均年龄为51岁的研究参与者中，许多人还是仅仅只拥有

普通移动电话而非智能手机。在19个没有手机的参与者中，有15
个人的手机被偷了，而另外4个则从未拥有过手机。

是否卖得起智能手机是一个重要问题，尤其是在智能手机是

人们上网的主要渠道时。5 只有百分之三的卢索兹家庭拥有一台

能正常运行的电脑。6但是现在有一小部分人可以负担便宜的智能

手机（比如售价仅在12.5英镑左右的中国传音公司旗下泰衡诺品

牌的手机），而且这一人群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这些便宜的智

能手机也就成为了人们能够接触到网络最便宜的方式。7但是使用

图图3.4 本图根据研究员夏洛特·霍金斯在卢索兹的问卷调查结果

制成。依据204位参与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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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机还有后续花费，而且这些便宜的手机机型可能只提供有

限的信息和照片存储空间。研究表明，智能手机拥有方式的差异

与更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有关，这些因素包括了年纪，性别8以

及人们的居住地点——城里还是乡下。9

一项全球性的调查表明，10喀麦隆有1910万（相当于其总人

口的76%）的手机用户。得益于智能手机的价格一路走低，从2014
年的均价54英镑（约为480元人民币）下降到2018年的36英镑（约

320元人民币），很多中产阶级的喀麦隆人现在都拥有了一部智能

手机，尽管这些手机可能是二手的，或者质量不佳。手机的耐用

性因此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人们偶尔会把他们的手机叫

做“throronko”，意思是不靠谱的的杂牌。有时人们发现，虽然

买便宜手机一开始是省了钱，但算上后续的花费反而很不划算。

但是这些基本款的智能手机确实为人们提供了接触到WhatsApp即
时通讯、谷歌还有YouTube来获得信息的机会。可以上网很重要，

因为中老年人会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在他们的手机上看视频。

比如在卢索兹，只有使用低端智能手机的人才可能会遇到手

机内存不足的问题，这限制了他们接触到最新软件和手机应用的

机会。一个现在使用苹果手机的大学教师指出，以前当他装上了

他最喜欢的包括脸书，WhatsApp即时通讯，一个Instagram图片拼

贴软件，Photogrid照片编辑器，领英消息，雅虎和Gmail邮箱等

在内的几个应用之后，他的手机就没有剩余空间了。

因为费用问题而无法使用的现象不仅限于以上两个调查点。

在巴西，自从2013年摩托罗拉的Moto G平价手机系列发布之后，

使用智能手机的低收入人群才大增。在日本，智能手机的月花费

也是不少研究参与者对智能手机望而却步的原因。

在京都出台了一项致力于降低手机的费用的政府法案，许多店

家因此推出了非常优惠的智能手机购买折扣，这让人们在很多手机

店前大排长龙。11日本政府正推进一套能够将个人的经济、医疗和

社会安全数据紧密起来的数字社会安全和税收号码新系统（又名 

“我的号码”系统），以此增强社会监管，这恰与其大力助推智能

手机的举措相吻合。最后，在诸如都柏林这样的一些研究点，高端

的苹果和三星手机随处可见。因为几乎人人都能用得起这些高端手

机，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通过攀比手机来竞争社会地位。

手机网络服务的获取难题手机网络服务的获取难题

一旦拥有了智能手机随之而来的是手机上网和购买流量的花销， 

而这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了数码使用的鸿沟。在喀麦隆，一个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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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1GB流量的手机套餐一周的价格是14英镑（约合人民币125
元）。一般来说，参与研究的喀麦隆人里低收入者每月花3.5英
镑在网络服务获取上，中产阶级参与者的这一数据则是在10英镑

左右。而在诸如圣地亚哥一类的调查点，无线网络在包括地铁

站、公共图书馆和广场在内的很多地方都是免费提供的。在都柏

林，虽然中老年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负担起手机的每月消费套餐，

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数据流量和无线网络之间的区别却不甚了

解。当被问起其中差异时，他们经常说他们不会在家用无线网络

下电影，因为他们觉得那样肯定会带来额外的费用。在该地，以

年龄划分的数字鸿沟不仅仅是体现在人的收入上，而更多的是在

是否拥有对手机网络服务的相关知识上。

对于一些参与研究的卢索兹人来说，他们另一个没有手机的

原因是考虑到了其高昂的维修或换新费用。当地把手机话费叫

做“airtime”，在一项针对50个拥有手机的当地人的调查中，74%
的人每天按需充值手机话费，他们一般买最便宜的（价格在20到
40便士之间）的套餐。只有一个参与者按月充值话费，每月的费

用在20英镑左右。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对于绝大多数拥有智能手

机的当地人而言，每天至少有一会儿他们是不能使用手机通话和

上网服务的。鉴于这些限制的存在，人们常常是限量、定量地来

使用手机网络服务。他们可能会避免在WhatsApp即时通讯软件上

组群，而更倾向于使用数据流量消耗更少的聊天方式。他们也几

乎不使用Instagram和YouTube视频这些应用，而且只在真正需要

使用流量的时候才打开手机的流量服务。

在进行本书的田野研究之时，乌干达的电信商已经停止了以

刮卡的形式销售手机话费。而在此之前，刮卡是人们充值手机话

费的主要方式，在乡下地区尤其如此。在50个参与了研究者夏洛

特的调查的人中，有30个人都认为充值形式的改变对他们而言是

一项挑战。该情况引发的评论包括“充值手机话费很不容易，特

别是在晚上的时候”，以及“这事儿太糟糕了，你必须走很远才

能找到给手机充值的地方”。住在村子里的亲戚们每次想要给手

机充值都只能前往最近的贸易中心。

很多参与研究的卢索兹人家里都通了电。家里没通电的人们

可以花大约11便士来使用商店、手机维修店或者咖啡店里的充电

座，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在工作的地方充电。老式移动电

话的电池待机时间比较长，这一点常常为当地人所称赞。一位中

老年男性就将他的智能手机换成了一个“小手机”，他解释说他

宁愿换手机，也不希望去担心充电的事情。在乌干达北部，村民

们需要排队等待使用太阳能电池板来给手机充电，这种电池板是

当地主要的电力来源。比如说，当地一位女士使用手机主要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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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与儿女和亲戚们保持联系，她花了11英镑（约100人民币）买来

了一块太阳能电板专门给手机充电，每次充电要花2到3个小时。

手机网络服务难以获取同样也是在雅温得的中产阶级所遇到

的问题。许多参与研究的当地人喜欢玩手机游戏，但是要下载这

些游戏就需要稳定的网络连接和足够的耐心。在喀麦隆所属的中

非地区，网络的覆盖率十分低下，截止2018年1月，因特网的渗

透率仅仅只有25%。12虽然喀麦隆的网络普及率高于该地区的平均

水平，但其仍然还是落后于非洲其他大多数地方。13要使用诸如

谷歌和苹果等应用商店里都需要有账号，但有的智能手机使用者

可能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去操作，特别是有的时候他们发现喀麦隆

并不在某个应用的“授权使用区域”中。14在下载过程中，他们

需要填写信用卡号码、苹果账户信息以及另外一些他们可能没有

的东西，而这一系列操作流程对他们来说都是“太高科技，太漫

长，太难了”。在道路交叉口和商场这些地方，人们可以找到一

些“下载处”（法语名graveurs，意为刻录点），这些地方不仅

可以维修坏掉的手机，还能提供定位在法国而非喀麦隆的假账号

以获取更多下载应用和使用网络服务的机会。

身患残疾可能也会影响到人们获得使用手机网络服务的机

会。本书作者之一、来自耶路撒冷东部达拉哈瓦的莱拉·阿贝

得·哈珀（Laila Abed Rabho）自小就因患有眼疾而失明，她已

经几乎不记得她看不见之前的事了。失明后，莱拉很快就学会了

使用盲文来阅读和写作，从大学毕业后，她还继续攻读并获得了

博士学位。直到一年前，莱拉都还在使用一个没有网络连接服

务、操作简单的“傻瓜”手机。她通过自学学会了如何使用这部

手机的各个按钮来给人们打电话、发消息；但是当有人打电话进

来的时候，她就老是只能靠猜是谁在呼叫她了。尽管如此，这部

手机还是让她的生活变得更轻松了，即使出门在外，有需要的话

她也还是可以和家人交流，或者打电话（而非发短信）去预约出

租车。但是这部手机能提供的功能也仅限于此了。

莱拉在参与研究本项目前不久刚刚购入了她人生中第一部智

能手机。她最终选择苹果手机是因为苹果手机内置有一套出色的

专为盲人设计的声音辅助软件。买下这部手机所花的钱一部分来

自她自己的积蓄，另一部分则来自于一项由以色列政府向盲人提

供的资助。政府的补助还让她有资格免费获得专家针对残疾人如

何使用电子设备而提供的指导。这位专家一共到莱拉家里去了八

次，每次上两个小时的课程。这样的培训并不简单，因为你必须

非常耐心地等到手机播报出莱拉点击按键以激活的内容。每次在

屏幕显示和语音播报之间都有几秒很明显的停顿，这让人很难适

应，因为对其他人来说，他们的手机都是能够即时反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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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时候莱拉无法忍受辅助软件发出的声音，通过双击苹果

手机屏幕上的“播放”按钮，她把声音关掉了很多次。手机的播

报声有时候会不顺，而且其中经常包括一些对莱拉而言不甚重要

的内容，比如与Gmail邮件中一些与主题无关的标识等等。尽管

有些缺陷，但是这部苹果手机还是改变了她的生活，让她可以轻

松地与其他同专业学者以及盲人同胞们聊天。不管是在短信还是

邮件中，声音辅助软件的朗读和语音转文字功能都十分好用。但

是显然，莱拉是看不见图片的，所以她遇到的问题还是在于智能

手机的视觉方面。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我没有Instagram，我

也不想用它，有意义吗？”然而，在莱拉的WhatsApp即时通讯软

件的群组聊天中，群友们包括了一些仍有残存视力的盲人，他们

会在群里分享一些图片。莱拉无法看见这些图片，只能让群友们

描述出来，这让她颇感沮丧。莱拉说：“虽然现在通过手机我听

《可兰经》或者在谷歌上搜索一些诸如新闻之类的资料都更方便

了，但是我还是不懂要怎么用我的苹果手机来拍照。”智能手机

上另外一个对莱拉帮助很大的软件是字典，就像莱拉所解释的那

样，“如果我想知道一个英文或阿拉伯文的单词的意思，我就可

以用字典来查”。在下面这则短片中，莱拉谈及了在与另一位研

究者玛雅一起为本项目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她使用智能手机的经历

（图3.5）。

“如果我不小心按错或者按多了键，突然间我点开的就成了

苹果云服务而不是我想要的Gmail邮箱，这时我的弟妹就需要过

来帮我调整，按下对的按键。有时候我找不到WhatsApp，我也要

找人帮忙搞定。

很显然，对于莱拉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她能够靠自己的

能力使用智能手机来继续进行她的研究和其他操作，而不是每次

遇到手机功能需要重设、或者看不到屏幕就不能解决问题的这些

状况时都必须去寻求他人的帮助。莱拉发现其实各种手机里的软

件比手机本身更好用，这是因为她感觉在苹果智能手机主页的交

互功能做得不够好，如果她按错了键或者弄错了其他什么操作，

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她就退不回之前的页面。无论如何，虽然

在此之前她主要使用的都是电脑，而且有时使用智能手机会受

挫，现阶段她还是很喜欢她的新手机。

在本章中，我们在讨论了智能手机的实物性之后接着探讨了

各地的人们获取智能手机及其网络服务的费用以及机会，其原因

正是因为这些费用让智能手机的实物性尤为突出。学者霍比斯

（Hobbis）在所罗门群岛马莱塔省上名为“Lau”的礁湖区域开

展的针对智能手机使用的研究15表明，研究人与手机关系的关键

在于理解手机中的那张小的SD存储卡。在《可得性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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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3.5 短片：“莱拉的智能手机”。观看链接：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MzAzOTkzMg==.html 

 视频内容描述：（研究员玛雅采访研究员莱拉）- 莱拉，智能手机给你的生

活带来了什么影响？谢天谢地它可帮大忙了，我开始用WhatsApp和Facebook读
邮件、收发邮件,我还用WhatsApp发信息、发语音。不过直到不久前，我都还

不太会用Zoom,每次收到会议邀请链接，我都得让侄子或者弟媳帮忙。- 说说

三年前吧，你的旧手机使用感怎么样？比起智能手机，旧手机当然差太多了，

我想出门，去学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时候，很难用它和人交流。比方说， 

我既不能用WhatsApp也不能查邮件，那会儿我全靠电脑。- 但你用手机不是用

看的，而是用听的，对吗？没错，我会听到邮件或消息的提示音。然后我会让

手机播一下内容，听了再回复。- 在使用这些音频应用程序时，你有遇到过什

么问题吗？没有，我从来没碰到过什么问题。收到文字消息时会有提示音，比

方说，我收到的你发来的文字消息，WhatsApp会直接帮我读出来。我都不用专

门打开那些程序，所以真的很容易使用。

（After Access）一书中，作者唐纳（Donner）记录下了人们为自

己使用智能手机的花销买单所带来的影响，其中包括当人们不断

认识到使用手机设备的花销在逐渐增加的时候，他们所产生的 

“计量思维模式” （metered mindset）。16即人们为了减少数据

使用，在上网时仅是浅尝辄止，而并不对网络世界进行深入探

索。举例来说，即使如今在雅温得和坎帕拉的市区，手机充值点

已经随处可见了，但是在卢索兹，很多参与者还是告诉研究人

员，他们是如何调整他们的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以减少数据流量的

使用的。在听到莱拉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意识到了按错一

个手机按键可能会带来的麻烦，以及手机交互功能的基础技术的

待改进空间。面对与手机实物性相关的问题，普通人往往只能意

识到，但无法对其进行改善。这些关于实物性的讨论也影响了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zOTkz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zOTkz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AzOTkz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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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于智能手机本身的看法，即我们不再仅仅将其看作是一个充

满了无限可能的平台，而是一种工具。人们对自身通讯需要进行

仔细排序，以使用这一工具达到特定的交流目的。

屏幕生态(Screen Ecology)屏幕生态(Screen Ecology)

本书下两节都源于我们之前将民族志研究视为对整体情境的探讨

的介绍。首先，屏幕生态将智能手机与其他的诸如平板电脑、笔

记本/台式电脑和智能电视一类的屏幕联系起来。其次，对“社

交生态”（social ecology）的考察则阐明了智能手机所有者并不

是一个孤立的个体，也可能存在多人共用一个智能手机的情况。

在本书大多数研究点中，人们都有接触到一系列不同屏幕的机

会，基于在洛诺（30名参与者）和日本京都市和高知县（146名
参与者）进行的两项问卷调查结果所绘制而成的信息图都支持了

这一观点（图3.6和3.7）。

图图3.6 米兰洛诺的数码设备使用情况。该图显示了位于洛诺的研

究对象中使用多个设备的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该图数据基于由

希琳开展的一项涉及当地30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参与者的年龄

在45岁到75岁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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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都柏林的研究点，许多研究对象除了拥有智能手机之

外，还拥有一个平板电脑以及一部或是笔记本、或是台式的计算

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还拥有了智能电视。当被问及如何在各个

屏幕之间选择时，研究对象们给出的最常见的答案是根据屏幕的

尺寸——因为有的老年的研究参与者因为有视力问题，所以屏幕

的大小就变得很重要。不过人们的习惯也同样重要。虽然人们声

称智能手机不适合用来看电视节目，但是实际上人们还是用智能

手机看视频。智能手机在移动便携性上也有明显的优势，这让它

成为了可能是唯一能够让人们出门在外时也能观看重要的体育比

赛的设备。

在都柏林，苹果的平板电脑在当地中老年人中是一种具有启

发性的数码设备。即使是那些此前拒绝使用任何形式的电脑的八

九十岁的老年人，在有了平板电脑后，也很快开始用其与亲戚们

联络以及制作电子相册。但是到了2019年，平板电脑日渐式微；17

因为与新一代大尺寸的智能手机相比，后者更加的移动便携。玛

娅虽然还留着她的苹果牌平板电脑用来进行创意写作，但她现在

都是用苹果手机来与人们进行视频通话了。而另外一些人则与玛

娅不同，他们开始更多地使用平板而非智能手机。以埃蒙为例，

图图3.7 京都及高知县设备使用情况。该信息图显示了在本研究位

于日本的调查点（京都及高知县）中研究对象中使用多个设备的

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该图数据基于由劳拉开展的一项涉及当地

146名参与者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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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既把他的苹果牌平板电脑当作相机用，也把它当作手机用。埃

蒙年纪大了，手指没那么灵活了，他现在更青睐平板电脑上更大

的屏幕和显示图标。不管是在汽车里还是火车上，埃蒙都随身携

带他的平板电脑。为了达到他让平板“一机通用”的目的，埃蒙

还将其观看包括网飞（Netflix）在内的电视节目的屏幕从电视转

移到了平板。对于其他在都柏林的研究参与者而言，笔记本电脑

占据了其绝大多数的屏幕使用时间，因为在笔记本电脑上使用网

上银行、在线购物和连接到其他常规网页比起在智能手机上的使

用相关的应用要简单得多。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士发现手机的应用

使用起来很笨拙、不方便，还不如在电脑上打开相应的网页来操

作，所以她避免使用几乎所有的手机应用。

对于另外一些在都柏林的研究对象来说，他们的屏幕选择则

迁移到了智能电视上。他们不光可以用智能电视来收看电视直播

节目，还能够观看其他在大屏幕上播放效果更好的内容，包括度

假或者婚礼时拍摄的视频以及相片。总的来说，对于个人而言，

他们可以只专注于使用单一设备（比如平板或者笔记本电脑）来

上网，但是这种情况其实很少发生，因为大多数人根据所涉及的

事项的不同，会在不同设备中来回切换。随着电脑云储存服务和

自动数据同步功能的逐渐发展，人们也无缝衔接地在不同场合使

用不同的设备——外出时使用电脑、在床上准备休息时使用平

板、当需要持续写作时使用笔记本电脑、和家人进行Skype视频

通话活动时则使用智能电视。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每种“屏

幕生态”中涉及到的设备都是带屏幕的。无屏幕的固定电话对于

许多在爱尔兰的中老年人而言还是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主

要是因为其中有些中老年人的父母还在世，而这些九十多岁的老

人这辈子不会再去使用除了座机以外的任何通讯设备。与爱尔兰

的情况相反，在本托，因为大家的日常交流都转移到

了“WhatsApp”即时通讯平台上，加之人们也厌倦了无休无止的

电话营销，于是干脆将固定电话停用了。

上文中，我们提到了在雅温得的人通常会拥有两部智能手机

以相应地使用当地两家主要的通讯供应商提供的手机网络服务。

不仅如此，他们可能还会分别在两部手机上使用不同的功能。以

当地的退休老人为例，他们常常会留着一个手机来专门使用

WhatsApp即时通讯，而在另一个手机上则使用其他的社交网络媒

体，比如脸书（Facebook）等。此外，中老年人们几乎人人都有

一台尺寸不小的电视，而且他们还一般都有收音机。但是只有寥

寥几人拥有笔记本或者台式计算机，而且即便有，电脑也仅仅只

是被用来储存或者传输诸如照片或者视频一类的文件，其起到的

作用和一个传统相册差不多。在当地，电视屏幕在人们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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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主导地位。电视被看作是家庭共有而非个人专属的设备。一般

来说，只要在人们醒来做完了祷告或者运动之后，他们似乎就会

条件反射地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打开电视。

在雅温得，大卫和埃西有每天早上6点去了教堂回来后就把

电视打开的习惯，除此之外，家庭成员之间还会互相传递着分享

使用各种屏幕。这对夫妇在他们一个做医生的儿子送给他们的平

板电脑上主要玩诸如祖玛和纸牌一类的游戏，而他们的小儿子则

喜欢用这个平板来玩赛车游戏或者进行网上购物。就其他设备的

共同使用而言，每个家庭成员一般都自己用自己的智能手机，但

他们可能会合用电视，其中一个儿子有两部电视。从分享的角度

来看，智能手机主要是被大家用来传递着一起看视频和图片，就

像在看电视一样，亲戚朋友们常常在茶余饭后谈起手机上这些内

容。可以经常听到有人说“诶，你看过这个……了吗？”或者 

“你对某个朋友刚发过来的这个视频怎么看？”在这个约莫有十

来个人的房间里，人们会不停地传递智能手机，聊天围绕着手机

上的内容。

屏幕生态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家庭之内的屏幕传递和共享。

接下来的案例来自上海，它说明了屏幕生态可能如何深刻地影响

了家庭本身的性质。在太太的催促声中，黄先生快速浏览完了手

机微信上正在阅读的文章，来到晚餐餐桌前。吃晚饭的时候，电

视的新闻频道会一直开着当背景音（图3.8）。电视新闻里提到 

了最近的鲜花展，黄先生立马点开高德地图查了展览的位置，同

时，黄太太查了一下天气。搜索结果显示，如果坐地铁或者公交

到展览的地方，要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在这时，放在厨房操作台上的平板电脑响了起来。黄太太

开心地喊道：“肯定是小涛！”她跑去厨房，拿来平板放在餐桌

上，和他们的外孙小涛通话。他们的女婿在北京工作，外孙也跟

着住在北京。虽然一家人每三个月才会来上海探望老两口一次，

但是他们的女儿给了黄太太这个平板电脑，让父母能够在更大的

屏幕上和女儿一家进行微信视频聊天。黄先生时不时地给正在和

小涛快乐地聊天的黄太太拍下几张照片，然后发到微信上的家庭

群里。黄太太和小涛这边还正在说着话，小涛的奶奶就已经在群

里回复了一个 “拍得好”的微信动态表情。因为奶奶正在小涛

家小住，她就可以从另一边拍下小涛和外婆的视频聊天的场景发

到微信群里。黄太太转手把这些照片发送到了她微信上的“姐妹

群”，和群里三个闺蜜一同分享。

以上仅仅是上海普通人家晚餐的场景，但是在短短一个小时

之内，这样一个无甚特别的场景却至少涉及到了三个地点和八个

屏幕。其间拍下的照片也为这对退休夫妇和他们外孙培养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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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3.8 上海人家的“屏幕生态”案例（鸟瞰图）。黄氏夫妇在上

海的家中的用餐区域示意图展现了不同屏幕在其家中的摆 

放位置。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珍贵时刻留下了纪念。仔细观察这些屏幕所处位置，我们发现，

这些屏幕不仅强化了不同室内空间的用途，更将不同的亲属关系

镶嵌进室内空间中。在过去，把家人的照片放在房间各处也起着

同样的作用，而现在得益于这些屏幕，就感觉像是这些照片活过

来了一样。这一家庭内的屏幕生态系统相当复杂，黄氏夫妇的卧

室里还有另外一台电视机，以及现在主要是黄先生在用的、从他

们女儿那里“继承”过来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台式电脑，有

些时候他们的猫也会趴在上面打个盹。

下午的时候，如果天好，夫妇俩就会拿上各自的手机，坐在

阳台上喝茶。拥有平板电脑意味着黄太太可以要么在阳台上看

剧，要么拿着平板去厨房一边煮饭一边继续追剧。在煮饭的过程

中，黄太太有时会用“下厨房”应用来看视频菜谱，以及在全球

最大的在线视频播放平台之一“爱奇艺”上看节目（爱奇艺也被

称作“中国网飞”，其每月的视频播放总时长达到了60亿个小

时）。晚饭后，这对夫妇则更喜欢用台式电脑来下中国象棋、网

上购物以及查看股市情况。黄太太使用智能手机的烦恼是，她总

忍不住时不时在手机应用里查看股票涨跌，后来她干脆把股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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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从手机上删除了。黄太太对此说：“我的脑子都被这个应用控

制了，就像上瘾一样，那段时间我都觉得我没以前那么开心

了。”虽然在夫妇俩的卧室里还有一台电视，但是他们在这个房

间里最经常使用的带屏设备还是智能手机。包括在他们半小时的

睡前阅读时间里，也穿插着对于手机的使用——黄太太会浏览朋

友们的微信朋友圈，而黄先生则会用喜马拉雅电台应用收听历史

类播客。

以上这些调查结果展示了复媒体（polymedia）18的当代经

验，即多数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情景中，他们手边总是有多个媒

介，而且各个媒介之间可以相互补充。其中的每一个媒介都在

整体环境中发展出其各自的“生态”位。比如在前文中提到的

雅温得的例子中，人们在看电视的同时也在看他们自己的智能

手机，但“一直都开着的”电视象征了家庭作为整体的存在。

这说明把智能手机作为孤立的事物看待是行不通的。因为在真

实生活中，人们对于智能手机的定义和体验都与其他同时出现

的、可以替代的屏幕有关，又与人们认为哪个屏幕更适合用来

做什么事有关。

图图3.9 黄家室内布局图（两个卧室及阳台）。研究员王心远 

制图。



情境中的智能手机 65

社交生态社交生态

正如智能手机只有在与其他屏幕相联系在一起时才展现出其意

义，我们必须要思考手机所有者与其他人的关系，这也是社会生

态学中最重要的观点。19在卢索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典型性

的例子，在50个参与研究的人中，只有4个人单独使用自己的手

机，而剩下的参与者平均和可能包括孩子、兄弟姐妹、伴侣、邻

居或者朋友在内的另外三个人共用一台手机，这些与受访者共用

手机的人们会用手机来打游戏、拍照、给朋友打电话以及播放音

乐。有时候一些受访者抱怨其他人“乱用手机”，比如偷用了话

费、占用手机内存，或者在半夜打电话。在这些不愉快之后，他

们就不会借手机给那些有使用劣迹的人。

在当地的研究发现，有30名调查对象（占研究总人数的 

66%）都说他们在近六个月里和他们的亲友共享了手机话费，且

有30人（占比60%）表示他们收到过亲友帮他们充的话费，这说

明人们和其亲戚朋友共同承担了电话花销。在当地，“响两声就

挂”的行为也非常的普遍，即当一个人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拨

出电话只响一两声就挂掉，然后希望对方花钱回电。这些做法都

可使资源在不同社交网络中传递，反过来，这也加强了社会之间

的相互依存性。

在卢索兹，纳吉托和她的儿子合伙拥有并且经营一家美发沙

龙（图3.10）。她虽然拥有一部用来打工作电话的功能“小手

机”，却没有足够的钱来为自己买一部智能手机，所以她现在和

儿子合用一部。每隔一周，他们给手机改密码、换背景图，轮流

成为这部智能手机的主要使用者。这样一来，纳吉托和她的儿子

既都获得了一段时间的对于手机的独立使用权，又能够随时在现

有的手机主要使用者的允许下使用这部手机。在手机里有些特定

的应用是只有其中一个人会用到的，比如纳吉托的儿子会用到有

个叫做“爱之物语”的应用，他会在应用里挑选一些浪漫的爱情

语句发给他的女朋友。纳吉托的儿子也是两个人中那个知道怎么

给手机下载新歌的人，他和妈妈会定期更新手机歌单，在听到广

播里的一些他们喜欢的新歌的时候尤其如此。在纳吉托主要使用

手机的那个星期，她就会在手机上找属于她的、她挚爱的干达歌

曲。20他们在手机上的图片是共享通用的，里面主要是纳吉托给

她年幼的孙子孙女拍的照片，特别是在比如她生日之类的特殊的

场合，她都会通过给他们拍照来“留下美好回忆”。

而在其他关于合用手机的例子里，人们的分享既不是相互

的，也并不平等。在乌干达其他地区做研究的布瑞尔

（Burrell）21探讨了分享手机是如何助长了当地的等级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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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3.10 纳吉托在其美发店与儿子、孙子合影。研究员夏洛特 

拍摄。

以在卢索兹的单身母亲埃森为例，埃森听到过因特网的存在，因

为她时常听到其他人说，通过网络，一个人就能了解到发生在乌

干达之外的事情，但是她却从不知道网络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

埃森没有上过学，工作不稳定，加之孩子的父亲还不帮忙，所以

她每天都在为了房租和学费奔波，也买不起属于自己的手机。一

个月有那么一两次，她会把话费充到邻居的手机上，给她在农村

老家的亲戚们打电话，而每一次，她的邻居都必须要先向她演示

怎么拨号和打出去。通常，埃森打电话是为了确认她的亲戚们是

不是一切安好，有没有哪一个人病了或者有没有缺什么东西。如

果埃森的亲戚需要跟她讲电话，他们则可以把电话打到她邻居的

手机上。上次和亲戚通话时，他们告诉埃森她的妈妈病了。埃森

本想亲自返回村中去看看她如何了，但因为没有筹措到足够的资

金而没能成行，于是她转而给亲戚汇了钱回去。

在接受采访时，埃森还在等待着关于她妈妈的健康状况的最

新消息，因为在那次电话之后，埃森就再也没能给亲戚们打上电

话——她在找邻居借手机这件事上遇到了麻烦。她曾经无意中听

到邻居们在看到她走过去时抱怨“她过来就是来打扰我们的”，

这让埃森现在不敢开口求借了。埃森也试过转而向另外一个邻居

借手机，但是这位邻居“当场就彻底地拒绝了”——邻居宣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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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机没有电了，而且她经常不在家。这些经历让埃森感觉到 

“彻底的无望”，但是因为她现在是给她的孩子们“既当妈又当

爹”，她还是下定决心要坚强。

在卢索兹，人们常常说他们为在农村家中的老人买了手机，

以便和他们保持联系，方便远距离照顾他们。这和在达拉哈瓦的

巴基斯坦人的情况很像——当地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受访者的手

机都不是自己买的，而是家中成员送给他们的。虽然莱拉和玛雅

分别在两地的研究都是针对单身寡妇，但是两个研究中的主要研

究对象都不是一个人独自生活的。一直以来，这里存在着个人要

和其核心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同住的社会期待。不管这个成员是父

母，孩子或者兄弟姐妹，这种期待转而又影响了智能手机在日常

生活中的使用。因为大多数的中老年人都住在家中，所以他们经

常会参与照顾第三代。因为他们的孙辈会在他们的手机上看儿童

节目，这意味着在照顾过程中，这些中老年人们的智能手机是处

于在被分享的状态中。虽然这些祖父祖母们并非总是乐意同小孩

子们分享，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小朋友似乎总有能哄得大人

给他们手机玩的令人惊叹的本领。

在那些已经不怎么存在大家庭的地方，仍然存在着配偶之间

共用一部手机的例子。在都柏林，一个在原则上没有手机的男人

有时候会留他妻子的电话作为他的联系方式，或者在开车的时候

让他的妻子调出她手机上的谷歌地图。但是反过来，他也会在家

用电脑上操作他们夫妻的银行业务以及处理别的他妻子不感兴趣

的事情。传统的性别分工是该问题的关键，如果智能手机被构想

成为一个让人们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的设备，使用手机这件事就

会落到妻子这个角色的头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虽然下面这种

例子并不常见，但是配偶之间可能会将他们的手机视为是可混用

的——他们知道彼此的密码，而且在手机响起来的时候，如果他

们当时正好离手机更近，就会直接把电话接起来。一个位于都柏

林研究点的女性还坦诚道，她会通过渲染自己不会用手机这件事

来恭维她孩子们熟练的手机使用技巧。“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并不

介意表现得更无知一点，让孩子们来操作。有点像是扮演一个角

色，你对他们说‘你更厉害些，还是你来吧’。”

图3.11提供了更详细的关于配偶之间共用手机情况的研究，

该信息图按照年龄组划分，基于对于上海12对配偶的采访绘制而

成。目前来看，越年长的配偶所使用的应用的数量也越少。四十

来岁的受访配偶常常同样拥有诸如十分受欢迎的大众点评（又被

称为“中国版Yelp”）在内的消费推荐及评价应用软件，因为这

个年龄群组更有可能会出去尝试新的餐馆或者不太熟悉的地方，

他们也会共享一些关于支付和旅游信息的功能性应用。五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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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因为彼此分享退休后的休闲生活，他们同样拥有是则更

经常是一些比如视频和游戏之类的应用。虽然问卷显示，70岁以

上的配偶中，两个人同样都拥有的应用数量更少一些，但深入采

访的结果揭示了其实事实恰好相反。因为这些更年老的配偶变得

更加互相依赖，而且更经常一起行动，所以他们分享使用手机的

情况更为普遍，以至于没有什么必要在两个手机上都装上同样的

应用。比如说，在七十多岁这个年龄段的夫妇中，常常只有一个

人的智能手机里是有“滴滴打车”软件的，而在线购物应用“淘

宝”、“拼多多”则只会被下载到妻子的手机里，因为传统意义

上妻子是需要负责购物的那个。通过这种方式，藉由智能手机，

人们表达他们关于“何为夫妻”不断变化的观念。 

社会生态既可以指配偶之间的联系，也可以指隔代亲人之

间的联系。在对中老年人进行的调查中，我们经常能够发现他

们的智能手机里的铃声或者游戏都是他们的子孙辈借去手机后

下载的。在圣地亚哥，在研究员阿方索开设的智能手机课堂

上，有一个学生经常会因为她孙子未经允许拿了她的手机而生

气。有一次，她让阿方索删掉她孙子下到她手机上的一个她觉

得“令人作呕”的视频，还让他把一些游戏和其他应用也给删

掉；她孙子已经在这些应用上花了她大概60英镑，而且其中包

含的都是关于女生的一些游戏以及其他内容。这件事情的关键

在于该学生的孙子已经把自己的指纹录入进了她的手机里，而

且还知道她的手机密码，所以阿方索得教她如何更改她手机的

安全设置。

图图3.11 上海不同年龄段十二对夫妻的手机应用使用情况。研究

员王心远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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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网络

本章中关于“屏幕生态”和“社会生态”的研究都阐明了一个道

理，即为什么将智能手机研究仅仅视为对手机与其个人所有者之

间关系的探讨是具有误导性的。即使是单户家庭也不足以作为该

研究中的基础分析单位。比如，和黄先生一家通过屏幕相连的另

一户家庭中也相应地也拥有一系列的屏幕。智能手机因而常常是

将社会网络而非个人联系起来。在本研究开始之前，两位资深的

社会学家在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著作《联网》（Networked）22一

书中提出，随着互联网兴起和新的通讯科技的发展，我们不应过

多思考人类是如何居住在群体之中，或者其与邻近社区之间的关

系，而应当更多地去关注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因为个人则

是网络中的不同的中枢。然而，我们之前基于社交媒体使用和影

响的人类学研究《我们为什么发帖》（Why We Post）则得出与

该论述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研究发现，社交网络经常会被用来修

补或者维护传统的诸如家庭和社区在内的人类群体。23

而当涉及到比社交媒体多了很多功能的智能手机时，则很难

将我们的研究发现与任何特定的社会走向相适配。但是尽管如

此，我们还是可以做出如下论断：我们现在可以更好地协调前文

中提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趋势——个人网络的转向与传统群组的

修复这两者可能同时成立。一方面，智能手机在社交网络中不断

被用作人与人联系的中枢。比如，无论我们的亲友身在何方，智

能手机都将我们与他们联系了起来。另一方面，我们在诸如米兰

和都柏林一类的调查点发现，社交媒体“脸书”成为了一大社区

站点，人们在上面发布包括社区共进早餐、当地社区园地动态，

体育赛事或者“卫生城市大评选”24等活动的帖子。在“屏幕生

态”一节中，我们例证了智能手机是如何巩固了家庭内部的联系

并拓宽了家庭的意义，而并非取代了人与其所属群体之间的联

系。当网络的概念指代的并非仅仅是个人与网络的联结，而是如

同在中国的例子中展现出来的那样，是智能手机与网络之间的联

结时，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网络这一概念。

同理，我们从关注智能手机如何让人与人之间产生联结，转

而关注其如何作为一个联结事物的枢纽。几十年来，人们总在说

我们的生活即将迎来重大变化，马上就会体验到某种叫“物联

网”25的事物。但这也导致我们对其中潜在的安全问题产生新的

担忧。26虽然很多关于“物联网”的说法都是商业噱头，“物联

网”才刚刚起步，但是在都柏林我们也开始观察到了一些端倪。

都柏林的人们曾经很少会用智能手机控制家中的设备，比如在回

家前提前打开供暖系统，或者使其能在出国的时候检查家中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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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系统。如今，可视门铃的安装还正在普及中。在都柏林，通过

蓝牙连接手机和汽车，以便在开车时通话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

比如，一位男士总会在探望年迈的父亲后，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和

他姐妹通话，做详尽汇报。手机的语音助手仍未被广泛用来连接

手机和其他设备，虽然有些人会用到Siri。但是甚至连大多数都

柏林人都拥有的亚马逊语音助手Alexa在实际生活中都几乎沦为了

声控广播（更不要提智能手机了）。虽然“物联网”的使用还十

分受限，但其的确说明，智能手机作为远程控制枢纽注定会在其

与其他科技进行互动、形成一张网络的过程中逐增其重要性。

结语结语

在此章题目中使用“情境”一词并不是想让其听起来像是本书的

背景介绍，或是在进入正题前的开胃小菜。事实上，同第二章一

样，本章其中所呈现的内容也阐述了影响智能手机的性质及其流

行原因的重要因素。此章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智能手机作为物

质性客体的影响，即手机的价值既可能会被用来彰显人们的身份

地位，也可能让他们处于被偷的风险之下；使用智能手机的花销

可能对于低收入人群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此外，对于有的手机

用户来说，智能手机也改变了他们和其他包括笔记本电脑、平板

电脑以及电视在内的手机的“姊妹”屏幕的关系。

当人们共享智能手机时，这些手机有助于在配偶或其他人之间

形成一种相互的关系，这些关系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对民族志作为

对整体性情境的研究的定义如此重要。“整体性情境”明确地表明

情境是相互的：不仅仅是人们在使用智能手机，反过来，智能手机

也在影响人际关系的构成。在我们理解智能手机的使用时，夫妻之

间的关系可能为此问题提供了情境；但是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

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本身就成了配偶之间建立联系的情境。在上

海黄家的这个例子中，其重点并不仅仅在于简单地分析有多少个屏

幕在被使用，而是通过理解这些设备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理解家庭

关系的本质，以及家庭运作方式的变化，因为这些屏幕使得人们把

不住在同一屋檐下的人际关系也囊括进来了。

此前，住宅空间的四面墙将住在家里和家外的亲人们划分开

来，摆出的亲人照片是更大范围的“家庭”的证明。而如今，人

们利用多媒体，通过多个屏幕让远方的亲人也能够出现在他们的

家居空间以内——当人们点开微信或者视频，这些亲人就会出现

在屏幕上。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将大家庭

囊括进来的情况是否是最近才兴起的，或者其仅仅只是又转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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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人们在向城市移民之前经历过的更为传统的大家庭生活？这个

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屏幕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样都对解释

家庭多样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与之相似，智能手机及其服务的高昂花销和获取难题并不单纯

是经济原因，对其影响的理解也不应仅限于什么样的人能w用上什

么样的手机及服务。这两者既反映了更广泛的不平等和权力之间的

关系，也对这一关系造成影响。比方说，依赖邻居来给手机充电或

者获得使用手机的机会可能会为人们引来攻击和羞辱。数字鸿沟可

能会变成数字裂痕，裂痕的一侧是那些获得了手机和手机服务的

人，他们因此可以成为国际交流的一份子——通过让移民家庭中的

不论身在何方的人们都联结起来，智能手机使得国际交流成为可

能。而在裂痕的另一侧，是那些负担不起手机及其服务，以及欠缺

使用手机必要知识技能的人。面对科技发展，他们并非是在原地踏

步，而是和同龄人相比起来被科技发展变成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数码

文盲。本托的情况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人若是买不起手

机或者欠缺相关知识技能，他们就要向他们的朋友求助，大家团结

一致、相互依存，形成了正向的关怀网络。对于像智能手机这样的

设备，对其情境的考量尤为重要，因为智能手机可以变成某种控制

中枢，以此为中点，其他科技和人有组织地扩散开来。能像智能手

机一样深深嵌入我们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东西十分少见，所以我

们对于其使用情境的考量是至关重要的。

注释注释

 1 人类学家尼克勒素（Nicolescu）在南意大利针对社交媒体进行的研

究表明了时尚风格和外表在当地是如何几乎被看作是一项维护意大

利声誉的公民义务，而非仅仅是一件个人的事。

 2 Fortunati 2013。
 3 “驯化”（domestication）一词也涉及“媒体驯化”这一更宽泛的理

论，详见Silverstone and Morley 1992, 16–22。
 4 Holroyd 2017。
 5 乌干达国家信息技术管理局（NITA），2018。
 6 乌干达国家信息技术管理局（NITA），2018。
 7 参见 Deloitte 2016, 4。
 8 研究者夏洛特在2018年9月到12月针对50名研究对象开展的问卷调查

显示，在平均每户人口为5.6人的家庭中，平均1个男性和0.65个女

性拥有移动手机，且0.9个男性和0.6个女性拥有智能手机。相比平

均年龄为38岁的移动手机用户，家庭中智能手机用户的平均年龄为

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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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相比农村地区，坎帕拉拥有更好的电讯、电力以及因特网基础设

施。见Namatovu and Saebo 2015, 38。
10 WeAreSocial 2018。
11 日本共同通讯社，2019。
12 WeAreSocial 2018。
13 2008年开展的喀麦隆因特网使用调查详见WeAreSocial，2018，以及

Mumbere 2018（文中第二张幻灯片）。

14 由于苹果商店的地域限制，其商店中某些应用软件不会在所有国家

都上架。如果用户并非来自“上架国家”，他们则不能下载、使用

相关游戏或应用，此事常常让这些地区的用户受挫。

15 Hobbis 2020。
16 Donner 2015, 215。
17 Spadafora 2018。
18 Madianou and Miller 2012, 125–39。
19 此处“社会生态”一词为本书中的专门用法，并无意参照其他研究

中对于该词的使用（如：Ling, 2012）。

20 干达人是布干达土著民族，布干达是现今乌干达境内最大的古老王

国。干达也指由乌干达人发展起来的一种音乐文化。

21 Burrell（2010）的民族志研究位于乌干达西南部农村。

22 Rainie and Wellman 2014。
23 Miller et al. 2016, 181–92。
24 “卫生城市大评选”是爱尔兰国家级年度竞赛，环境最良好的参赛

小镇会被授予该奖项，奖励其为改善本地居民生活质量而做出的努

力。

25 有一刊物叫作“物联网”（IEEE），此处详见物联网，2020，其网

站访问地址为：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RecentIssue.jsp? 
punumber=6488907

26 Li et al. 2017。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RecentIssue.jsp?punumber=6488907
https://ieeexplore.ieee.org/xpl/RecentIssue.jsp?punumber=6488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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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

从手机应用到日常生活从手机应用到日常生活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引言：从手机应用之外谈起引言：从手机应用之外谈起

在对智能手机进行研究时，我们很自然会把手机想象成一部手机应

用的机器，也就是将智能手机看作其所包含的各种应用的总和。而

反过来，手机应用则被视为机器上的各类装置，各司其职。如此，

回答“什么是手机应用？”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回答本研

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是智能手机？”。然而，民族志研究给

出的答案是基于观察到的实际使用情况，而非潜在的使用情况。本

章将要展开介绍的是，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同任务场景中使

用手机，而非如何使用某一个具体的手机应用。 在不同的任务场

景中，人们会因势使用不同的手机应用组合。1

本章还将考虑一些明显相关的外部因素。比如手机应用开发

者，其本身或许并不是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但他们对于应用的

创造和任务场景的设想，在智能手机的使用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同时，我们还会延续第3章中关于智能手机作为物品的讨论。手

机应用也是物质客体，它们以图标形式展示在智能手机屏幕上，

一旦触碰就能激活；手机应用的图标，可以迁移到不同的屏幕，

也可以根据特定的兴趣、功能或使用频率归入到不同的文件夹。

同时，在智能手机使用中，手机应用是作为综合的还是单一用途

的组成要素，也存在巨大差异。本章也会讨论这种差异。

本章从手机应用到日常生活中的任务展开，而这条轨迹也反

映了着重对手机应用进行全面了解的研究路径。正因如此，研究

结果往往以类似于故事的块状形式呈现，而非彼此割裂的数据与

分析。在这样的叙事中，手机应用不仅仅是手机里相互独立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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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是镶嵌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之中。沿此轨迹，本章将进

一步聚焦与健康相关的应用场景，加深对手机应用在日常生活用

途中的理解。以此得到的进一步结论，将强化我们从有效运用，

而非从技术特性，来理解手机应用的观点。我们发现在实际使用

中，和健康有关的应用大多不是专门为健康而设计开发的。但这

并不代表手机应用的使用功能与其设计初衷对立，我们希望揭示

的是，许多应用以及智能手机本身都蕴含了一种开放性，用户正

是通过这样的开放性对手机使用进行再次创造，由此，充分发挥

手机应用中蕴藏的各种可能性。

手机应用采访手机应用采访

在项目筹备阶段，团队成员已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每个人都将深

入采访至少 25 名参与者，了解有关他们智能手机应用的情况。采

访以非常具体的方式进行，我们不会抽象而笼统与人们谈论智能

手机的使用情况，而是让他们打开智能手机，以便我们可以看到

每个屏幕上显示的每个手机应用，然后逐一进行讨论（图4.1）。

图图4.1 典型的展示了不同应用的三星手机屏幕。研究员丹尼尔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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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采访的方式很有必要，因为在浏览手机应用时，参与者

经常表示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使用过这个或是那个应用。就像人

们会很快对日常生活会习以为常一样。所以，人们对于手机使用

的记忆需要被激活，有时往往只需在点开某个应用，就能够让受

访者想起具体的故事或打开话匣子。如果不实际地逐个检查 

手机应用，我们就无法全面地了解手机应用使用的各种情境与各

类任务。这一方法还让我们了解到真实使用的手机应用有多少，

是哪些。

图4.2展示了在上海调查点平均年龄59岁、共计30位参与者

的数据。图表显示，参与者年龄越大、使用的手机应用越少，但

随着目前中老年群体的年龄进一步增长，这些差异有可能会缩

小。总体来看，这一群体真正使用的手机应用数量平均为24.5
个。图4.2将真正使用的手机应用与年龄和性别进行比较，而图

4.3则展示了哪些应用最为常见。

再以都柏林为例，当地两个调查点共进行了57次这样的采

访，参与者的年龄从40多岁到80多岁不等。与上海一样，调查范

围只涵盖参与者真正使用的手机应用，而不包括那些仅仅装载在

手机上的应用。在考虑手机应用本身之前，智能手机具有几乎每

个人都会使用的内置功能，包括相机、时钟/闹钟功能、手电

筒、语音电话和短信等；至少80%用户会使用的手机应用，包括 

WhatsApp即时通讯应用、电子邮件应用（如Gmail邮箱）、日历

应用和浏览器应用（如Chrome浏览器或Safari浏览器）。

受访者中半数以上、80%以会使用的手机应用包括：交通应

用如都柏林巴士（Dublin Bus）和爱尔兰铁路（Irish Rail），新

闻应用如爱尔兰广电总台新闻（RTÉ news）、Journal新闻网

图图4.2 上海调查点不同年龄和性别群体使用手机应用的平均应用

数量（2018）。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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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4.3 上海调查点30名参与者中最常使用的前十手机应用。 2研

究员王心远制图。

（Journal.ie）、英国广播公司（BBC）、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独立报（the Independent）、卫报（the Guardian），

天气应用如爱尔兰气象局（Met Eireann）、YR天气，照片应用

如Gallery图库、谷歌相册（Google Photos），广播应用如爱尔兰

广电总台广播（RTÉ radio），航空应用如瑞安航空（RyanAir）、

爱尔兰航空（Aer Lingus），网络摄像应用如Skype即时通讯、 

Facetime视频聊天，音乐应用如声田（Spotify）、iTunes播放器，

地图应用如谷歌地图（Google Maps），以及脸书（Facebook）、 

脸书即时通（Facebook Messenger）和YouTube视频；其他不太常

用的手机应用示例可参见于下文的图表（图4.4）。

通常来说，中老年用户会使用的手机应用为 25至30 个，但在

同一调查点，年轻人活跃使用的手机应用则可多达 100 个，并且

对于之前列出的常见手机应用，年轻人的使用频率比也会更高。

我们曾打算展示更多类似的量化结果，但随着研究推进，调

研团队认为将这些量化结果理解为定性观察的一种可视化呈现方

式更为合理。因为此类采访的真正成效在于获取真实深入的故事

和实际情境中使用状况。至于量化的数字，则很可能会产生误

导。首先，造成误导原因包括很难准确定义手机应用究竟有没有

被使用。例如，某个应用可能是被自己的孩子安装在手机上，多

数情况仅被下载、使用过一次，然后再也没有使用；即便后来它

可能又被使用了两三次，但人们往往对此含糊不清，他们也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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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己没有用过，然后又突然想起某些使用过的场景。其次，手

机应用可能只是多种访问形式的其中一种渠道，如果一个人在手

机上安装了猫途鹰（TripAdvisor）旅游应用，但随后表示自己实

际上主要是通过浏览器直接访问猫途鹰，而不是通过手机应用，

那么这是否应该被记录为对猫途鹰应用的使用呢？

第三个原因在于第三章提及的“社会生态”（ social 
ecology）和“屏幕生态”（screen ecology）的复杂性。比如，一

个人的手机上没有银行应用的原因是其配偶帮忙处理了银行业

务，这是否是手机上银行应用的替代存在？如果人们在iPad平板

而不是手机上使用应用，这也算手机应用么？还是应该将平板电

脑与智能手机区别对待？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在本例还是本书中，

我们对具体的量化结果都抱有谨慎使用的态度，并且更信任定性

方面的结论。因为我们研究的关键是要理解人们如何在具体场景

中使用手机应用，以及手机应用产生了何种影响，而不是试图给

出智能手机应用的标准化定义，也不是精确计算出在这一小样本

人群中各种手机应用使用的精确占比。

图图4.4 爱尔兰调查点57名参与者最常用的应用精选。乔治亚娜·

穆拉留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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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调控解决主义（Scalable Solutionism）可调控解决主义（Scalable Solutionism）

所有个这些都让我们更迫切地想知道手机应用究竟是什么。手机

应用这个词本身在某些方面具有误导性，因为它涵盖了太多不同

的“物种”。往往一款手机应用更像是一个动物园，而不是单个

动物。《手机应用分类大全》（Appified）3一书给出了更详尽的

解释。此书共30章，每章介绍一款手机应用，并以此作为章节命

名。其中有一章名为“今天是星期二吗？”（Is it Tuesday?）。 
4这款应用简直是一本正经地开玩笑，因为它唯一能做事就是回

答“今天是星期二吗？”这个问题（图4.5），不过，到目前为 

止都是相当准确的。这款应用折射出人们用幽默和讽刺应对新兴

的手机应用文化（app culture），无论何种情况，人们脑子里想

的就是“看看有什么应用可以……”。正如该章节的作者所观察

图图4.5 iPhone版“今天是星期二吗？”应用的屏幕截图。屏幕显

示用户确认今天是否是星期二的次数，以及当天全球确认的总次

数。截屏乔治亚娜·穆拉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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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对拿着锤子的人来说，一切都像钉子。那么，对于应用开

发人员来说，一切都像是可以通过应用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观察

基础上，作者展开对诸如微功能性和解决主义等主题的探讨。

与“星期二”应用正好相反的是本书另一章将讨论的中国的

微信（WeChat）。5从社交媒体到支付水费账单，微信可谓是手

机应用界的终极瑞士军刀，具有比脸书等社交媒体广泛得多的功

能。该章节的作者认为，基于文本的通讯软件成功的背后往往是

持续初步增量的功能。这类应用的底层基础架构，能够不断地根

据用户的潜在需要更新迭代，从支付到预约医生，再到可能的数

百种其他手机应用功能。而在其他场景下，实际每个功能都代表

一款独立的应用。

更注重技术分析的的文献更强调可用性（affordance），指

的是手机应用的设计本身引导使人们以某种特定方式使用它。

而，从人类学更注重人们在实际应用中如何使用应用。因此观

察相反的过程同样重要，从复杂到简单。就如同，一把瑞士军

刀在一些喝酒的人手中只发挥了开瓶器的功能。例如，在圣地

亚哥教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研究员阿方索发现对一些学

生而言，YouTube视频的日常使用功能只有单一的播放音乐；同

时，研究员玛莉亚在巴西本托的一名受访者仅仅将脸书用记别

人的生日。

我们用“可调控解决主义”一词来指代这两种路径。首

先，“今天是星期二吗？”和微信这两款应用代表了两个极端：

具有单一微功能的应用和意图涵盖一切用途的应用。大多数手机

应用介于两者之间，是“可调控解决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同

时，这一词也适用于描述上述段落中讨论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

素。即手机应用不仅是其设计者的创造和意图，大多数情况下，

个人用户脑海中都有某个自己想要解决的问题或某个特定的任

务，对他们而言，手机应用只在于与个人关注相关的一部分潜在

功能，也可以说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手机应用的全部。

选择“解决主义”这个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该词反应了手

机应用文化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人类学家卡特里安·皮佩

（Katrien Pype）有关数字基础设施和初创企业的研究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金沙萨（Kinshasa）的研究不

仅仅观察人们如何创造和使用手机应用。皮佩认为数字技术的兴

起，对人们看待周围世界的方式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6让解决主

义的理念更深入人心。金沙萨目前存在“可解决性”的一整套舆

论语境，这一概念与经济发展与经济援助的语境相共鸣，已被内

化成为一种共识，即任何城市发展的困境都将会有对应的数字解

决方案。皮佩的研究可以说是莫罗佐夫（Morozov）的《技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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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To Save Everything, Click Here）7的本土案例，揭示了这

种技术解决主义的全球趋势。

这一认识回应了我们在第二章中所强调的，智能手机的某些

重要影响在于语境而非具体使用。数字技术领域的发展正在创造

一种全新的语言和一系列期望，人们现在更倾向于通过解决问题

的视角和“过得更好（vivre mieux）”的想象力来看待世界，这

根植于对技术的官方舆论语境和“智慧城市”的理念之中。然

而，设想置身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所处的情境，薄弱的基础设施、

受限的互联网访问，这种乌托邦式的愿景与人们的实际体验相去

甚远。因此皮佩提出了另一个概念，即在寻找实际解决方案时人

们转向“自下而上的智能” （smart from below）。 

世界如何改变手机应用世界如何改变手机应用

从“自下而上的智能”这一视角出发，一个明显的结论体现在手

机应用的地域与社会差异。人类学研究“我们为什么发帖（Why 
We Post）”项目此前出版了一本比较研究，书名为《世界如何

改变社交媒体》（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8研究

观察到社交媒体远非使世界同质化，每个调查点都能看到同一社

交平台完全不同的用途。该项目之前还有一本较早出版的书籍 

《脸书传奇》（Tales from Facebook），9书中通过研究特立尼达

人如何用使用脸书来了解什么是脸书。脸书在当地融入了特立尼

达社会许多非常具体的特征，因此除非人们能够明白‘commess’、 

‘bacchanal’ 等地道的当地词汇（指特立尼达特有的八卦和丑

闻传播方式），否则就不可能正确理解特立尼达的脸书究竟是什

么样子。

通过直接比较在特立尼达和英格兰这两个地区的人们在脸书

上发布的照片图像，这种差异会更加明显。10“我们为什么发

帖”项目研究的所有调查点也都显示出类似的多样性。例如，低

收入的巴西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在游泳池和健身房附近的

照片以表达自己的抱负，而低收入的智利人则反其道行之，他们

将脸书视为展示真实生活的平台。11文化差异也深深影响着社交

媒体使用，在智能手机的使用中同样如此。这种差异不仅仅在于

一个地区使用WhatsApp，而另一个地区使用微信，即便是使用同

一平台（比如脸书）的方式也存在着地区差异，因此在实际田野

调查中，研究员面对的是复数的脸书，而非单一脸书应用。

除了单个手机应用使用的差异外，多样性还体现在人们在执

行任务时组合手机应用的方式。在对中老年人进行调研时，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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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机应用本身的关注尤为重要。以在本托的受访者费尔南达为

例，她非常有条理，掌管着家庭和她个人企业的财务，她会将整

个“待办事项”清单放入自己的日历，其中包括要支付的账单，

这些账单大多数通过电子邮件送达，当付款日到来时，她会登录

自己的银行应用进行付款并使用 WhatsApp应用共享收据给其他

人，比如房东。

上述操作基本在常规预料之中，但有些人会绕过明显可用的

手机应用来完成这些任务，整个过程会以更迂回的方式进行。例

如，从委内瑞拉移居圣地亚哥的苏珊娜就不使用银行应用，当她

想要支付账单时，她会使用谷歌搜索银行名称，然后访问银行网

站并付款。埃内斯蒂娜的操作则更复杂，她原本需要通过电子邮

件将账单转发给姐姐，但她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所以她实际上

选择的是从电子邮件应用中截取账单，然后使用Gallery图片应用

并通过 WhatsApp应用与姐姐分享这个截屏。现实通常是中老年

人不了解如何“正确地”使用一款应用，却也导致他们在适应应

用时具有高度创造力。透过他们，我们更可以理解，为何仅列出

单个手机应用的功能可用性无法让调研深入，因为他们关心的不

是手机应用本身，而是如何支付账单。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们

通过手机应用开发人员最初未曾设想的方式组合使用应用。当

然，这些是相对特殊的案例，为了更普适地说明这一点，接下来

的部分将深入研究一种类型的手机应用使用情况。

健康应用: 超越解决主义健康应用: 超越解决主义

本研究最开始有志为移动健康（mHealth）提供建设性意见。因

此，我们也涉猎了许多相关文献，12此类文献主要关注当前智能

手机定制应用的开发，通常包括症状检查应用、康复锻炼应用、

改善睡眠或健身的应用等等。换句话说，移动健康是解决主义的

典型例子，它的期望在于：每个健康问题都有一款潜在的应用至

少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方案。项目这部分的结果将在其他地方发

表，但作为民族志研究者，我们的发现实地调查很快就打破了最

初的设想。

我们对移动健康领域的关注源于我们研究所针对的受访者年

龄为中老年，并越来越受到健康问题的影响。但在研究中，我们

很快发现，中老年人群对健康问题的关注与需求并不代表他们会

使用任何类型的移动健康应用。例如，阿方索在圣地亚哥一处老

年人文化中心发现，在 64 名参与者中总共有52 人（占比81%）
没有使用定制的移动健康应用，而在确实使用与健康相关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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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中，所使用的没有一款是通常被视为移动健康的生物医学应

用。在多个调查点，人们所使用的与健康相关的应用，几乎都可

以被视为 “软健康”，例如计步、冥想和饮食相关的应用。在

达拉哈瓦，莱拉和玛雅也发现接受采访的27名女性（年龄均超过

40岁）中没有一人使用移动健康应用，尽管她们隐约听说过，比

如调查对象哈拉知道当地健康诊所有一款手机应用，她也会使用

智能手机与诊所联系，但她觉得没有理由下载他们的应用，因为

自己就住在附近。

但实际上，这些中老年人因健康问题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的实

际次数其实比我们设想的还要多。只不过，他们没有遵循解决主

义的路线寻找专为特定健康问题设计的手机应用而已。相反，他

们将用于其他目的的应用进行了调整、组合并使其相关联。在雅

温得的65名研究参与者中有19人（占比29%）表示他们经常使用

与健康相关的应用，这些应用可能是手机自带的定制应用，例如

计步器，但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的是并非为健康定制的通用型

手机应用。一般来说，智能手机的健康用途分为三类：营养相

关、运动和健身相关以及医疗任务相关，例如用于睡眠追踪或药

物治疗的应用。智能手机有一个常见的用途是在谷歌浏览器和

YouTube视频上搜索药用植物和其他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人们研

究的植物种类繁多，比如有一位女性用“草药之王”之称的罗勒

叶治疗皮肤问题、用香茅和棕榈油治疗胃痛，还有另一位女性使

用番石榴叶治疗甲状腺问题。有位曾任职行政主管的调研参与者

经常在他的 WhatsApp聊天小组咨询有关风湿病和前列腺癌的信

息和建议，这两种都是该类职业人群中最常见的健康问题。图 

4.6中的短片展示了人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购买传统药物。

在达拉哈瓦也有类似现象，当地长者主要使用的“健康”应

用是WhatsApp群组，他们会在群组里转发有关中老年人适当饮食

和运动的消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13糖尿病发病率比较高，所

以群里也会传播关于糖尿病的信息，而且在各种假期前可能传播

量会更大，因为这时候人们按传统倾向于吃糖果和节日食物。

在部分调查点，人们会使用由医疗保险机构提供的健康应

用，例如，有些地方机构允许通过应用发送发票照片以加快理赔

速度，在都柏林等地能观察到人们使用这种功能。但相比之下，

在本托，使用类似功能的应用就麻烦得多，人们只有通过使用其

他的应用来找到解决办法。比如本托的桑德拉在使用巴西统一医

疗保险（Unified Health System ，简称SUS）时，尝试过使用“

议程易”（Agenda Fácil）这款应用，功能介绍上它既可以在公

共网络上进行预约，还可以生成电子国民健康卡，但因为桑德拉

觉得这款应用使用起来有些困难，所以她给自己的健康卡拍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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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片，并将图像保存到Google云端硬盘的一个文件夹中，当她

前去机构预约时，她会打开文件并在手机上出示卡片。

另外还些与健康相关的应用甚至根本不是为了健康而专门设

计开发的。在卢索兹，手机与健康关联的重要影响来自于金钱的

流动，语音通话和移动支付是手机最普遍的用途，通常会将人们

与远方村庄的亲人联系起来，他们通过电话确认亲人的状况或请

求资金支援，然后通过移动支付进行转账。

在两次独立的调查中，研究员夏洛特询问了受访者最近3次
通话的情况：通话的对象、通话的目的和通话持续的时间， 

总共有195:名受访者回复了合计约585次通话的情况。下图 

图图4.6 短片：雅温得的医疗保险。观看链接：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MzEyNDc3Ng==.html 

视频内容描述：雅温德的居民既使用生物医学疗法，也使用更传统的草药疗

法。碰到疟疾或糖尿病等，很多人会优先寻求生物医学治疗。但如果是伤寒

等其他病症，我的许多受访者就会专门寻求传统治疗。最近几年，选择传统

疗法的人越来越多，这种现象的背景是，喀麦隆医疗体系极不平等。仅有不

到10%的人口享有医疗保险。病人不得不自付医疗费用。威廉是一位47岁的大

学教员，他正在喝一种“可以帮助减肥”的草药茶。配方则是他在网上找来

的。我的许多受访者都会上YouTube搜索医疗健康信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视

频说的更有可行性。虽然传统医疗方面的寻医问药往往在网上就能进行，一

个人是否偏好这些疗法则取决于信任程度、价值观和传统观念。玛丽，雅温

德一位54岁的店主，用YouTube获取营养和饮食方面的最新信息，还有健身方

面的内容。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yNDc3N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yNDc3N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yNDc3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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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4.7 坎帕拉受访者最近三通电话的主要内容。由研究员夏洛特

调查。

（图 4.7）对这些通话的主要目的进行了细分，很多人打电话都

是寻求或给予“帮助”，有时是金钱、有时是食物；人们受访时

解释道“他希望我帮助他”或“她打电话给我姐姐寄钱回家”。

前述两类探亲或汇款的电话中多数都与健康有关，此外有16% 通
话完全出于健康目的，其中有60通电话是更新了解家人的健康状

况：“她病了，所以我打电话问她醒来后感觉如何”或“他告诉

我关于他父亲的病情”，另有23通电话直接拨打给医疗专业人士，

包括15位医生和8位护士，此类通话被描述为“进行随访”、 

“打电话确认药物”或者“了解我的健康状况是否有所改善”。

移动钱包（mobile money），作为技术适应“自下而上”需

求的典型例子，广受称赞。它提供了财务的灵活性和联通性。 
14在卢索兹移动支付已融入日常生活，例如，远程支持年迈父母

的健康管理。几乎所有的研究参与者都使用移动支付，仅卢索兹

就有33家移动支付供应商，是最方便的金融转账和银行业务形

式，汇款人将现金交给代理人，代理人会安排通过手机向收款人

的电话号码转账。夏洛特还询问了受访者最近3次发出或接收转

账的情况，在记录的130笔汇款中，有37笔（占28%）出于“帮

助”的目的，其中包括维修、食物、“零用”或礼物等任何需要

用钱的事情，其次有32 笔汇款（25%）是用于健康目的，其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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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4.8 短片：乌干达的移动钱包。观看链接：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MjU0OTA5Ng==.html 

 视频内容描述： 移动钱包业务经营者和客户的采访 在戈当地区做移动钱

包代理要靠好的服务，一开始客人就一个人，第二天这个客人介绍他的朋友

来，朋友再带朋友的朋友来。生意好的时候我一天能有8 0 移动钱包的客户。

我叫欧凯达 我 42 岁了。我用移动钱包是因为它又快又便捷 。我叫欧凯达 

住在戈当，我是个摩托出租车骑手。我会去赌坊，好多人都挤在那赌钱。所

以我会选人在哪、就能在哪用的服务。这里是贫民窟，大家都没几个钱。所

以大家都用手机不用银行，银行太远了 。而且在手机上你可以随时取钱，银

行六点就关门了，手机比较方便。银行转账一般要 4 到 5 天才能收到，而

且村里没有银行。我都是去找移动钱包代理，把钱存进我的户头，就可以转

出去了。我一般这样付电视费、水费、其他杂费。我付电费，有时候也要付

学费，因为学校也有点远。

括医院账单、药品、前往医院的交通费和手术费。此处短片展示

了移动支付的使用方式（图 4.8）。

有观点认为网络技术滋生了个人主义和自私主义，但人类学

田野调查的证据使这种假设变得复杂化，因为我们观察到互联网

能促进家庭义务的履行并增进家庭成员间的尊重，即便是以远程

的形式。有一位女士解释称她是家里唯一有钱能提供给父母的

人，最近母亲患了胃溃疡，所以她转了钱给母亲去医院。有一位

村里的老人提到，“现在有了手机，生活更加轻松”，因为他们

可以将家里的问题传达给城里的亲人，以“调动”必要的资金。

WhatsApp在坎帕拉也普遍适用于健康目的，用于共享信息

的大型 WhatsApp群组在社区或者护理等服务行业中很常见，在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jU0OTA5N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jU0OTA5N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jU0OTA5Ng==.html


全球智能手机86

卢索济最近爆发霍乱期间，卫生部不仅向受灾地区的民众发送广

播和电视公告还发送短信，这些信息随后也在WhatsApp上传播。

在政府医院，所有员工都是用以发布公告的WhatsApp群组成员，

每个部门也有自己的 WhatsApp 群组，可以通过该群组告知彼此

是否可能需要临时请假，或提供有关患者和医疗用品的最新信

息；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医院外的WhatsApp群组在网络上传播消

息。如一位电工所称，“在我的那个群里，有是老师的，有是医

生的……所以他们中任何人获取的任何信息，我在群里也不会错

过”。有一位女士说明到，她从WhatsApp上“学到了很多”关于

健康的知识，例如如何检查乳腺癌以及其他的营养资讯。

我们的项目重点关注中老年人而非老年人，因此常见的健康

问题包括需要照顾可能已经九十多岁的年迈虚弱的父母。15在浏

览来自爱尔兰的弗朗西丝的电话历史记录时，能明显看到所有收

到和发送的语音电话和短信中，大约80%与如何安排照顾她虚弱

的父亲有关。由于最近摔倒，她父亲几乎卧床不起，需要有人换

洗衣服和在身边照料，政府要求弗朗西斯完成每周10小时的护

理，但这已成为她的全职工作，对她的退休梦想来说负担甚重，

仅上个月她就发送了270条有关照顾父亲的短信。这种需求渗透

到所有她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中，例如，弗朗西丝有一个录音机

可以记录她所有的电话，然后当医疗部门对她关于承诺护理的主

张提出异议时，她可以使用这些证据来证明她与医疗部门的对

话；她还随身携带一个移动电源，以确保她的手机永远不会耗尽

电池；在她的四个WhatsApp群组中，两个是关于她父亲护理安排

的家庭群，另外两个关于她热衷的帆船运动。她的父亲有一部

Doro牌手机（一种专为老年人设计的简单手机，以便他可以与他

的姐姐通话，不过基于姐姐处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阶段，他们之

间可能都是些不着边际的长时间对话；另一名研究参与者斯蒂芬

妮也为她89岁的岳母购买了同一款手机。弗朗西斯几乎完全出于

健康目的使用的这部智能手机，但手机上几乎没有任何专门的健

康类应用，相反，正是弗朗西斯的创造力让她将日常使用的智能

手机改造成照顾她的父亲的有效工具。

最后，日本的田野研究表明，在未来，智能手机可能用于更

广泛的健康技术。这里的技术指的是日本为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

和护理人员短缺现象而纳入国家战略前沿的技术。设备生态系统

包括可穿戴装置、警报器和运动传感器在内，旨在延长老年人可

以继续在家中生活的时间，减轻家庭和当地医疗机构的负担16。

在经过复杂的、基于实际需求的评估后，医疗护理技术所花费的

支出由当地政府长期医疗保险系统进行报销，该政策敦促通过技

术强化而非取代面对面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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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高知县的 85 岁老人川村先生在床头上方的天花板上安

装了一个运动传感器，当出现任何异常的运动时能够提醒当地的

护理服务；他还有一个紧急警报按钮，如果摔倒了可以按下这个

按钮。川村先生目前还算强壮，能够砍柴加热室外澡堂用来晚上

洗澡，但当地社会福利办公室人员的定期访问仍不可或缺，以尽

可能长久地确保他能得到继续独立生活所需的支持。京都的鸟山

先生也有着类似情况，他与78岁的母亲住在一起，在日本传统医

学（汉方）和日常家庭监测血压仪的帮助下，母亲已经能够完全

戒掉降压药。在鸟山先生的鼓励下，母亲每天散步并注重健康饮

食，她的健康状况有了积极转变。

手机应用和屏幕

通过各种不同使用方式的案例，人类学田野调查展现了为何研究

重点是日常任务而不是手机应用本身。研究重点发生转移的根本

原因还在于智能手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智能手机的设计促

进了手机应用的重新配置组合，它们在智能手机屏幕上显示为相

邻的图标，所以人们可以轻松地在应用之间切换。因此，了解人

们如何排列并归类应用非常重要，这通常是他们在购买后对智能

手机进行个人化的一部分。手机应用的排列通常是所有者将自己

的智能手机变成一种控制枢纽的核心方式，该控制枢纽可以将相

关应用编组在一起，使它们的使用变得特别方便，实际上存在两

种这样的控制枢纽：一种是第三章讨论的与“物联网”相关的远

程控制枢纽，一种则是此处考虑的更聚焦于内部的控制枢纽，它

以智能手机中应用的排列配置为基础。

创建这个控制枢纽并非易事。这牵扯到复杂的屏幕生态

（Screen ecology），有些人实际上使用的是分布在不同设备屏幕上

的应用，包括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智能手机。我们可以观察

到三种主要的应用排列的变化：第一种是删除未使用的应用并在主

屏幕上排列最常用的应用。第二种是围绕特定功能嵌套应用（图 
4.9），许多用户都有一个新闻图标，里面包括所有与新闻有关的 

应用，类似的使用方式还有体育图标、旅行图标或金融图标等等。

第三种是简单地将应用并列放置，通常因为它们经常一起使用。但

是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比如，洛诺的亚历山德拉会将她手机上的

应用仔细按字母顺序排布起来，而在米兰的布鲁诺是一位来自撒丁

岛的退休建筑师，他则会按照应用图标的颜色来排列位置。

在对中老年人进行研究时，他们的屏幕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解

读。总体而言，我们发现参与调研的中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并不

太了解如何布局他们的屏幕；然而一旦他们渐渐熟悉了应用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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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很快就能赶上。一些中老年人在单个屏幕上只有一个应用，因

为没有人向他们展示如何整合手机应用，在达拉哈瓦的智能手机课

上，玛雅专门用了一整堂来教授智能手机上的多个屏幕以及“主屏

幕”是什么，学生们在课堂上经常难以找到特定的应用。大多数参

与者都需要帮助才能下载一款常用的地图应用Waze，他们得先熟悉

如何在手机上找到这款应用，才能使用它在城市中找路。在本托的

一次采访中，丽塔说她只能认出主屏幕上一半的应用，并且只使用

智能手机上45个应用中的23个。17爱德华多作为一名会计师有104个
应用，其中他会使用70 个，这意味着另外34个他要么不使用、要

么不知道如何使用。然而从比例来看，亚拉比之更甚，她几乎不了

解自己手机上近三分之二（即55个中的35个）的应用。

图图4.9 嵌套图标方式有助于将排列布局完成后的智能手机变成一

种控制枢纽。乔治亚娜·穆拉留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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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现居住在圣地亚哥的秘鲁移民，成功的商人埃斯特

班则是手机应用的佼佼者。他非常细致地布局了他的三个主屏幕页

面，手机应用严格按照使用频率出现，使用率下降或用途冗余的应

用会挪到右侧较少使用的屏幕上，接下来是第三页的淘汰区，里面

包含着迟早要被删除的应用。埃斯特班还会根据用途布局应用文件

夹，在讨论他的智能手机时，他解释道“旅行/出租车”文件夹里

面 的 应 用 包 括 缤 客 网 （ Booking. com） 、 拉 塔 姆 航 空

（latamuhangk）、猫途鹰（Tripadvisor）、爱彼迎（Airbnb）、 

Despegar（拉美在线旅游公司）、好订网（Hoteles.com）、Latam 

Play （拉塔姆机上娱乐应用）和Wallet（谷歌手机钱包），同时他

打算趁此机会将打车应用Cabify从该文件夹移动到“地图”文件夹

中，里面包含了谷歌地球（Google Earth）、苹果地图（Apple 
Maps）、谷歌地图（Google Maps）、位智（Waze）和优步

（Uber）。埃斯特班重点突出了主屏幕上 “最重要的应用” ，即

ATP巡回赛（ATP Tour），因为他计划明年前往欧洲观看网球锦标

赛。他还提到了自己“最重要的”文件夹专门用于“音乐”，其中

包括泛美广播秘鲁频道（Peruvian radio）、秘鲁电台（Peru Radio）、 

A la carta（一款电视应用）、声破天（Spotify）、音乐播放器

（Music Player）、无线电联盟（Radio Union） 和绿洲调频（Oasis 
FM，一款带有音乐和极少新闻的智利电台应用（埃斯特班表示不

想听到“令人沮丧的事情”）。他也有几款健康相关的应用，因患

有心脏病，其中一款用于提醒他吃药。埃斯特班还设置了iPhone紧
急呼叫功能，他只需要按下音量按钮和“解锁”按钮。

多数参与者不是“收纳管家”就是“囤积者”，“收纳管

家”掌控手机应用的布局以保持智能手机页面整洁，而“囤积

者”则可能会被手机上应用的激增所淹没而失去控制。我们还发

现人们不同的时间概念，会产生对手机应用的不同感受，有些人

提到下载应用是因为他们设想了未来的需求，而另一些人则只在

必须时才下载应用，有些人会在不再需要某个应用时立即将其删

除，但也有人会保留该应用以备再次需要时使用。

手机应用来自哪里？

手机应用并非凭空出现，它们由主要寻求利润的公司创建和所

有，在手机应用业务中客户和用户之间存在区别，客户是为手机

应用的开发和维护付费的群体，用户也可以为应用付费，但如今

最常用的应用通常面向用户免费。全球遍布使用的免费手机应用

包括 LINE、微信、脸书、Messenger 、WhatsApp，18以及与 

Google 套件搭配的应用，例如Google云端硬盘（Google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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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它们并不是完全是“免费”的，因为用户为了服务交换了自

己的隐私，19当用户第一次使用这些应用时，强制性使用条款就

已经完成了这项交易。20手机应用背后的商业顾虑只是短暂地暴

露出来，但这些条款和条件如此繁多，以至于几乎没有人会去阅

读，而且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没什么动力去阅读，因为这些内容

不可协商：如果您不接受条款和条件，则无法使用该应用。 
21在我们调研的田野点中，大多数用户几乎不知道或不关心谁是

应用或平台的所有方，或者他们使用的是否是源自相同商业机构

所属的应用。对他们来说，脸书是一个独立的平台，他们并不太

关心同一家公司是否还拥有Instagram和WhatsApp，他们只想下载

自己所选择的应用，并按自己的意愿自由使用。

我们的大多数参与者完全反对为应用付费。在中国的受访者

似乎对应用付费更宽容一些，但这有可能受到手机付费的普及22

以及社会认同23等因素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与其他地方一样，

中国用户并不清楚开发者的身份，他们只是搜索推荐应用，注重

的是手机应用的实用性而非商标，按上海退休出租车司机魏巍的

说法，“我关心的是鸡蛋，而不是鸡。”在所有调查点，除了脸

书和微信等最知名的手机应用外，大多数人无法分辨他们使用大

部分应用的所有者是谁。谷歌的一份市场报告显示，尽管应用商

城仍然是寻找新应用的流行方式，但也有四分之一的顾客会通过

直接搜索来发现新应用。24例如，上海的钱女士在一家很受欢迎

的餐厅外等位时，安装了餐厅预订管理应用“美味不用等”，现

在有关餐位的信息可以推送到她的智能手机；类似地，可能也有

人在查询地图时，发现了共享单车的应用。

然而，有些公司在努力对抗这种对应用商标的无感，并试图

将人们留存在自己的商业体系内，智能手机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

苹果公司。他们的确能做到通过应用商城对iPhone上使用的应用

进行一些控制，而且还倾向于将数据自动同步到同一用户拥有的

其他苹果设备，无论是iPad平板还是Mac电脑。苹果的这种控制

始于“应用审核（App Review）”，即开发人员如果要在应用商

城发布应用必须遵守一套严格的指南，苹果应用商城的指南包括

设计、失效链接、数据提取、使用和保护等事项，25数据安全使

这些措施具有合理性。26安卓（Android）则采用相对开源的方

式，尽管最近谷歌也会开始审查新的开发者，27但对于成熟的开

发者来说，整个过程仍然非常简单快捷。28

在本章前文，可调控解决主义的概念用于考虑手机应用的范

围，然而在行业中，“可调控性”是指手机应用调控用户数量或

用户请求数量的能力29——该术语描述了手机应用创建或适应不

断增长的需求的能力。同时，“增长”是指用户数量的扩展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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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应用功能的扩展，而两者明显相关，因为新功能可能会带来新

用户并保持手机应用的与时俱进。同样，用户可能会以开发人员

未预料到的方式开始使用某个功能，从而促使开发人员拓展该功

能。这种动态变化在脸书的发展中非常明显，正如第一章所述，

脸书最初仅限于哈佛学生，接着拓展到其他大学的学生，随后马

克·扎克伯格非常成功地利用该平台的广告用途，但这一切都基

于人们对社交的渴望，以及他们并不在意脸书初创时的定位。

脸书后来的增长不仅仅是数量和盈利能力，平台功能也变得

越来越复杂，每年都会发布数量惊人的功能。自2007年以来，脸书

陆续推出的功能包括交易市场（Marketplace）、开发者后台（the 
Facebook Application Developer）、假新闻标签（the False News 
Story Flag）、情绪反馈（Facebook Reactions）和即时文章（Instant 
Articles）等等。30有时一项新功能会在某个市场发布，然后再扩展

到其他市场，例如脸书约会（Facebook Dating）是一项类似红娘的

功能，首先在哥伦比亚进行了测试，然后发布到阿根廷、加拿

大、泰国和墨西哥，还将计划进一步拓展。31脸书公司还会借鉴在

某个当地市场观察到的用法，并扩展到其他市场，比如脸书2014年
发布的“安全确认（Safety Check）”功能，源自脸书的日本工程

师对于2011年海啸期间沿海社区如何使用脸书平台的观察。32

手机应用并非是一种简单的既定技术。用户和开发人员之间

存在循环和持续不断的交互。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探讨几个企

业根据使用情况调研而开发的应用，例如在中国一款以亲缘关系

为主导的应用。由于我们并不过多强调应用或平台，本章的讨论

就可以超越应用本身。这种变化已经在发生，未来将有更多传统

应用的替代方案（例如小程序）对智能手机进行重新布局。

腾讯集团旗下的微信，是中国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目前

已发展成为一种嵌套在应用商城之中的应用商城。自2017 
年起，微信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即允许在平台内使用小程序，在一

年之内有72%的微信用户使用了小程序。33小程序的使用减少了手

机内存的消耗，它允许用户无需安装即可访问应用，并提供优惠

券、折扣以及与其他微信用户更便捷的沟通渠道。微信小程序主

要有四个类别：游戏、新闻、公共服务和电子商务。34在此我们

举两个例子：“跳一跳”是一款手游小程序，上线三天达到4亿
玩家，部分原因在于它记录了微信好友的玩家得分；35于2019年
3月推出的“水电费”小程序则仅在三个月内就达到了1.47亿月

活用户。36小程序此后迅速传播到其他领域，例如用于当地公共

交通的应用。基于庞大的用户群体，小程序成功吸引了大量开发

者，在不到两年时间，微信中可用的小程序数量大约是苹果应用

商城中可用应用数量的一半。而这些都建立在微信所具备另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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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质之上：“超级粘性”，微信成为一款没有人想离开的 

应用。37

在中国以外，苹果和谷歌也开发了类似的微信小程序，其中

包括健康和钱包应用。谷歌以“一个账户，尽享谷歌全部”等口

号促进其应用在谷歌套件中更大程度的集成，并取得了相当的成

功。38但是手机公司在推动自己的应用方面并没有那么成功，例

如大多数智能手机都预装了应用，但这些应用有时非常失败，我

们观察到大多数用户并不使用这些预装的应用，如果系统允许，

他们甚至会选择删除应用，最明显的败笔是三星的语音助手

Bixby，常常被认为是个麻烦。

结论

这些复杂的互动正是我们再本章开篇中所提到的智能手机真实的

使用。当人们描述起某个手机应用的来源、为什么会保留它，又

是如何实际使用它的时候，日常生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错综复杂

逐渐展现。如前所述，手机上的应用可以是被其他人下载的，当

来自本托的卡拉将手机借给她的孙女，手机在归还的时候多了 

9个应用，其中包括冥想、快递、银行和语言学习。

装载使用一款手机应用的压力还可能来自公司以外的机构，

巴西和智利政府目前都在努力地提供国家级数字服务以实现无纸

化39，就像在其他调查点观察到的一样。这意味着为了获取政府

服务，某些应用实际上可能存在强制性，而大多数参与调研的中

老年人都不太喜欢因为此类进程导致的应用激增。人们出于健康

目的使用应用时会选择通用应用而非定制应用，原因之一是为了

控制智能手机上的应用数量。每个年龄段都有许多人倾向于删除

那些要么根本不使用、要么只使用一两次的应用，有时，这些应

用可能占据了手机上所有应用总量的一半。40

人们有兴趣对特定的应用展开详细讨论。比如，他们乐忠于

比较不同的地图应用在导航方面的优劣、或者哪个天气应用更准

确；也会很高兴地向彼此介绍他们因特定兴趣而发现的新应用，

例如识别鸟鸣或植物名称的应用。可一旦我们进入用智能手机处

理日常事务的纷繁世界，例如与健康有关的事情，就会看到信

息、图像、保险单和监控各种创造性的重新配置以及随之而来其

他活动的加入。然后最后得出的结论甚至是，与任何专门针对健

康打造的应用相比，汇款对健康的效益更大。在理想的移动医疗

和移动健康的世界中，自然将会有越来越多明确定制的应用以满

足特定的健康和福利要求。但在有关智能手机如何用于健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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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田野调查中，我们更可能发现的是应用的组合，它们并非专

门为健康目的设计，而是放在一起帮助照顾体弱的年迈父母，无

论他们是住在都柏林的同一所房子里还是乌干达的偏远村庄。

如果专业类应用的激增会产生什么影响，那这种影响更可能

来自于它们所代表的问题解决路径，而非具体的使用方式。其深

层逻辑是“解决主义”。本章还认识到用户世界和开发者世界之

间没有简单的划分，了解到苹果、谷歌和腾讯等公司如何制定策

略来让人们参与他们开发的应用。例如，应用的个体单元正在被

腾讯创建的小程序所取代，这些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本书指出智

能手机不仅仅是一部应用机器。

注释注释

 1 这就像是科学家团队之间巧妙协同的机制。参见 Vertesi 2014。
 2 王心远在上海调查点的结果显示了研究参与者智能手机上最常 

用的应用：1）微信(多功能社交媒体)100%；2）百度（搜索引

擎）87%；3）百度地图（地图）60%；4）今日头条（新闻）/QQ（社

交媒体）57%；5）喜马拉雅（音频播放器）/腾讯新闻（新闻）/支付

宝（支付）53%；6）360卫士（安全）/淘宝（购物）50%；7）美图秀

秀（图像编辑）/QQ手机浏览器（手机浏览器）/爱奇艺（视频） 

46%；8）拼多多（购物）/滴滴（打车）/高德地图（地图）43%；9）
美篇（博客）/饿了么（外卖）/大众点评（意见反馈）/京东（购

物）35%；10）UC浏览器（浏览器）/美颜相机（图像编辑）/同花顺 

（股票）15%
 3 Morris and Murray 2018。
 4 Morris 2018。
 5 Brunton 2018。
 6 Pype 2017。
 7 Morozov 2013。
 8 Miller 2016。
 9 Miller 2011。
10 Miller and Sinanan 2017。
11 Spyer 2017, 63–82; Haynes 2016, 63–87。
12 Istepanian et al. 2006; Donner and Mechael 2013。
13 参见Taub Center 2017。
14 Kusimba et al. 2016, 266; Maurer 2012, 589。
15 WhatsApp等平台越来越多地用于聚合“护理团体”以帮助照顾虚弱

的父母，参见Ahlin 2018。
16 Yong and Saito 2012。
17 这里的“主屏幕”是指在安卓智能手机上打开的屏幕，而不是需要

用户转到后台应用抽屉的屏幕。



全球智能手机94

18 WhatsApp过去年订阅费约为69美分/便士，但该政策于2016年已废

弃，参见 BBC 2016。
19 Couldry and Mejias 2019。
20 Nissenbaum 2010。
21 Duque Pereira 2018。
22 Ku et al. 2017。
23 Wu et al. 2017。
24 参见Tiongson 2015。
25 参见Apple Inc. 2020。
26 Leswing 2019。
27 Samat 2019。
28 Mohan 2019。
29 Williams and Smith 2005。
30 Boyd 2019。
31 Lavado 2019。
32 Kedmey 2014。
33 参见Parulis Cook 2019。
34 Lui 2019。
35 Jao 2018。
36 Lui 2019。
37 关于微信的重要讨论可以查阅Chen et al. 2018，里面包含了可能的

其他用词，例如“超级应用”和“大型平台”。

38 当用户退出其谷歌帐户时，此标语通常会显示在登录页面上，也可

通过accounts.google.com › ServiceLogin（如果有谷歌帐户） 

获得。

39 Otaegui 2019. For Brazil see Governo Do Brazil (Government of 
Brazil) 2020。

40 这一说法的证据来源除了田野调查，还有教学实践。在伦敦大学学

院人类学系开设的选修课上，作为实践作业，学生对他们的受访者

的手机使用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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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

无限机会主义无限机会主义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第四章追溯了手机应用（APP）如何从智能手机的基本单元，发

展为更繁杂的日常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智能手机关乎解决主义

（solutionism）的一种形式，但这一概念并不是简单地指“每个

问题都其对应的解决应用”。相反，我们首先着眼于各调查点中

人们面临的不同任务，然后介绍了个人是如何找出适合自己的手

机应用与功能组合。在第四章的结语中，我们认为智能手机的设

计对这一过程至关重要。把相关手机应用的图标放在一起能使切

换应用变得轻松自如。这一点也与第3章中关于智能手机如何成

为一种远程控制枢纽的讨论有关——这可能对于组织外部对象，

如“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具有潜在价值，但本章的

关注重点在于人们的社会关系。

现在我们可以将智能手机的这些内部特性与其最明显的外部

属性联系起来了。作为一种移动电话（mobile phone），它小到

可以装在口袋或手提包里，因此从一个人起床到睡下，它都很容

易出现在视线中。我们称之为移动性，但手机最重要的特性可能

恰恰相反。它能被带到不同地方，但又能一直待在一个地方——

我们身边，因此也总是能被立即掏出。在此基础上我们得出了一

些主要结论，其中“便携传送之家”（Transportal Home）这一

概念将在第九章中展开讨论。而这一章的主旨是讨论“无限机会

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

“无限机会主义”一词脱胎于于之前的一部学术著作。  

《无限联系》（Perpetual Contact），1是一本关于手机研究影响

广泛的学术著作，这里的“无限”意指手机让我们能够不间断地

与他人联系。例如，用于给老年人在摔倒时紧急求助的红色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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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就正在被智能手机取代。这一例子表明无限联系能带来安全

感的同时，也带来了压力。青少年因此可能有与父母随时保持联

系的压力，或者发现自己无法摆脱一种恐惧，那就是他们视为朋

友的人此时可能正在网上说自己的坏话。

其次，林（Ling）2的相关研究表明了手机是如何改变了我们

与空间及时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由此拥有了微观协调能力

（micro-coordination）。从前我们与人见面必须依事前计划行

事，因为对方将无从得知我们临时的计划。有了手机，我们可以

就见面时间和地点先达成一个模糊的约定，然后随事态发展再定

细节。比如，我们共同计划某天晚上在某个酒吧见面。接着第一

个到达的人可能发现这里太拥挤了，于是大家会使用WhatsApp联
系每个人去另一个酒吧。

无限联系理论所探讨的是“移动电话”——一种仍然主要用

于人际交谈或短信联系的设备。然而，本章所讨论的智能手机的

使用领域，却没有一个是主要关于智能手机作为电话的功能。这

些领域包括智能手机的娱乐、旅行、信息获取和摄影功能。因此

无限联系理论不再适用于去描述智能手机的使用。

体现这一关键特性的替代词为机会主义（opportunism）。不为

别的，就因为智能手机一直伴随着我们，它使得人人都可能成为 

“机会主义者”。但重要的是，我们发现，用户不仅乐见这种可能

性，且会发展出更加“机会主义”的生活态度。本章的第一节展示

了智能手机是如何改变摄影的。改变的关键就在于拍照和即时分享

相片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同样的，在排队或是其他时候，我们可能

单纯因为感到无聊而刷新闻或听歌。因此，在改变人类活动和旅行

这一方面，无限机会所造成的影响远超无限联系。

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想要全面详尽地讨论智能手机几乎是

不可能的，因为它已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本章只

集中讨论四个不同的领域，由此来观察调查点中智能手机使用的

多样性和共性。然而每一个领域都不仅局限于讨论无限机会主义

产生的影响。我们将进行更广泛的讨论，内容涉及与这些手机使

用功能相关的任何其他因素。

摄影中的机会主义摄影中的机会主义

关于人们智能手机应用的采访表明，在所有调查点中，照相功能都

是人们最常用的功能之一。但正如第一章所指出的，将智能手机上

的这个应用称为“相机”是一种误导；它暗示着智能手机摄影不过

是之前摄影的一个手机版本。诚然智能手机上的相机是用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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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如果我们看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智能手机照相的优势

在它与之前摄影的区别，而非相似。其中一个明显区别就是规模的

不同。一旦人们拥有了智能手机，个人所拍摄、传播、展示和存储

的相片数量就远远超过了胶片摄影甚至数码摄影时代。3

一些全新的摄影形态也涌现了出来，比如第一章提到的“功

能性摄影”（functional photography）。这是指现在人们很习惯

用拍照来记录某个想买的东西、商店橱窗上的营业时间，或市政

厅里瑜伽课的海报。4功能摄影是智能手机成为控制枢纽的一个最

好例证：拍摄这些相片通常是安排时间和任务的第一步。这个例

子同时也能展示，智能手机是如何利用屏幕上排版紧凑的图标来

实现这些新用途的。我们先拍下一张相片，然后立马就能把它转

移到其他手机应用上，比如日历或某个社交媒体平台，让其他人

也知道这件事。5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摄影产生的变化映射了我们

在获取与共享信息、地理定位、使用日历以及数字化记忆方面产

生的变化。6

智能手机摄影的出现也得益于其他新技术成果，包括尺寸更

小的jpeg格式和具有大存储空间的硬件设备。除了手机本身，如

今人们还能轻松用上云储存，这意味着一夜之间拍摄和存储相片

的“成本”有了断崖式下降。数码相机现在也可以配备蓝

牙、Wi-Fi和GPS功能，用以地理定位和即时共享。然而，智能手

机摄影是数码摄影中的一个特例。关键区别就在于机会主义，它

对摄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摄影的主导理念在于长期存储和

建档：它是一种捕捉与保存人、地方和事物的图像的手段。7摄影

是关乎持续性或永久性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代智能手

机摄影已转瞬即逝的表征，手机摄影的主要平台之一Snapchat便
是这种短暂性的终极体现。8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摄影图像

也可用于日常对话中；相片就像口头交流一样转瞬即逝。大多数

相片都是通过WhatsApp、Instagram或Facebook进行分享的，通常

这些照片只会被关注一两天，然后就被新的相片取代。从最初的

持久存档，摄影的意义有了180度的大转变。曾经的主要目的是

确保持久性，现在却追求即时性。图示和存档仍然是摄影的目

的，但往往是次要的而不是主要的。

并非所有地方的变化程度或方式都是一致的。中老年人更有

可能将传统和新的可能性结合起来。一个人的创造力可能正是通

过结合智能手机摄影与胶片摄影来体现的。拍摄于都柏林的这则

短片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图5.1）。现在，拍照已然成为雅温 

德退休人群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里，人们尝试并

将每一个难忘的瞬间都转化为图像。实际上，人们正通过智能手

机来“追踪”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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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人手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便是花时间看相片和视

频：有子孙们发在WhatsApp家庭群里的，还有其他亲朋好友发来

的。如果说，年轻人拍照的密度大幅增加了，那么同样的，老年

人看相片的密度也急剧上升了。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中老年人频繁地翻阅社交媒体上的相片，而使用实体相册、

装裱相片和布置家庭相片墙的行为则变得更偶尔为之。9

大多数时候浏览相片是短暂的，中老年人还是会想要存档。

为此，一个负责整理和保存家庭相片的新角色出现了。例如，来

自本托的罗杰已经成为了家里的“记忆守护者”。他负责在谷歌

云盘中整理家庭相册，以主要事件来命名文件夹，但有时也会以

姓名、年份或家庭成员类别来归档相片。此外，他还会用他手机

和电脑上的两个应用软件来给相片加滤镜。如果想要家里的某张

相片，家人就会去找罗杰。

图图5.1 短片：退休生活中的摄影。观看链接：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MzE4NDk0OA==.html 

视频内容描述：（一位男士接受采访）我叫比尔，73岁。退休8年了，我以前

在保险行业工作。我本来以为退休后会有很多空闲时间。没想到我比以前更

忙了，忙着打理花园、散步、管理教区中心。我们每个月会举办一次观影会，

这对大家，特别是年长的教众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们不太会专门去城里看电

影。我家倒是有台很不错的笔记本电脑，我太太比较喜欢用它处理日常事务。

我更倾向于用智能手机，它反应更快。我用手机Google处理银行账务之类的。

因为我喜欢摄影，我也经常用手机拍照片。退休以后我还做过一件事，嗯，也

是用智能手机完成的。就是试图找个能帮我修复相机底片的人，毕竟这些底片

都50多年前的。我还真的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后来，我又用手机搜索，看谁能

把这些照片编册出版。这件事也成了。算是第一次尝试和出版社合作，这本书

被我们命名为《都柏林另一面》（A Different Dublin）。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4NDk0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4NDk0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4NDk0O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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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变人与图像的关系，智能手机中的相机不仅强化了胶

片摄影到数字摄影的转变，它对我们如何看待周围世界也产生了

同样深远的影响。10拍照时的取景就是我们给目之所及的周围环

境加上一个框，使其与那些框外的事物区分开来。11至少可以

说，摄影通过设置框架（framing）将艺术与非艺术进行了区隔，

或是将不凡从凡俗中区分开来。对取景框架的理解，可以解释一

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人们在分享许多相片的同时，也会拍摄

大量永远都不会被别人看到的相片。那又何必拍下这些相片呢？

想要了解智能手机摄影，不仅需要关注人们如何看相片，还需要

关注人们为何在明知相片不会被看的情况下还要拍照。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平淡无奇的。但我们

还是不时地看到一些我们觉得不同寻常的事情。12它可能被计划

好的，也可能是某个仪式，比如小孩的生日聚会，或是一场旅

途；也可能仅仅是意料之外的某处风景。仅仅是拥有这样一台提

供无限机会的设备，便能随时拍下我们觉得不寻常的事情，就足

以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我们一时兴起拍下这些相

片：可能会也可能不会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它们。就像在艺术领

域，13拍照能瞬间将事物置于框架之中，区别于周遭；因此镜头

下的事物，至少以一种微小的形式，被打上了记号：它是不同寻

常的。我们可能不会再去翻阅这张相片或与他人分享。但在当下

那一刻，我们就是觉得无法错过那只蝴蝶、那颗滑稽的石头、那

位朋友的表情，必须得点开手机，将他们定格在照相框中。 

正如，一位名叫佐田三的日本女士正在京都的一座寺庙 

里散步，她一边透过一扇框架完美的窗户观察一座花园，一边说

到，“日本人热衷于用框架把东西框起来。这是我们的文

化。”14传统日式花园的设计理念为透过寺庙或住宅的固定窗

口，而不是置身其中去观赏花园。智能手机将这种艺术家和园林

设计师的框架活动推广至普通大众的日常。无论我们是选择拍下

一餐饭，还是一棵开着花的树，用框架去定格一个画面，不仅体

现我们注意到了某样事物，同时也宣称了自己的存在；15不仅仅

是“我曾来过”，更是“我就在这里，此时此刻，实实在在地感

受着这一切”。16作为一种至少是短暂的神圣化行为，智能手机

摄影与艺术、宗教，或许还有正念（mindfulness）之间的联系可

能比我们预期的要更加紧密。

在圣地亚戈的秘鲁移民中，摄影与宗教有着清晰而明确的联

系。在这里，大部分的调查工作都是在一个天主教兄弟会中进行

的，这个兄弟会致力于一年一度的供奉奇迹之神（The Lord of 
Miracles）的宗教游行。在时长八小时的游行过程中，很多人都

在拍照，整场游行都被对准圣像的智能手机屏幕照亮了。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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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任何一场pollada（一种用于筹款的鸡肉晚餐）上也点缀着来

自手机相机的闪光灯。秘鲁国庆日（National Peruvian Day）庆

祝活动收到了上百条手机预约。几乎所有活动，无论是否与宗教

相关，最终都通过Skype或Facebook传播开来（图5.2）。

在耶路撒冷的达拉哈瓦，宗教对于摄像更多的是一种约束。

在这里，成为拍摄对象，尤其是女性成为拍摄对象，会对家族名

声造成威胁。一个女人抽烟或不戴头巾的相片一旦被传出去，就

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17尽管女性随着结婚生子、年龄渐长，在

遵守妇道方面的压力会有所减小。对于中老年人来说，通常拍照

或被照更多的体现了自己活力满满、生活丰富多彩，女性可以与

家人朋友分享这些照片。

社区中心的大多数成员每年都会参加几次到达拉哈瓦以外的

旅游团。这种参观体验活动由社区中心组织及资助。在一次前往

以色列西北部城镇阿克里（Acre）的旅行中，有智能手机的人不

停地拍照，没有智能手机的人也同样能留下纪念照。组织者安排

了集体照环节。所有的相片都通过WhatsApp传回给了留在达拉哈

瓦的老人们，他们或是因为生病或是有其他安排没能一同出游。

这些相片得到了积极的反馈，比如“照顾好自己”，“哦，大海

真美”，这些互动让未能成行的人在社区活动中也获得了一些存

在感。

将摄影视为一种记忆方式，从而获得存在感——一个尚未完

全消失的传统概念。希芭在WhatsApp上的头像相片是一张年轻女

图图5.2 位于智利圣地亚戈的秘鲁移民正在直播奇迹之神。研究员

阿方索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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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的黑白照，相片中的女孩同样身着黑衣配白领扣衬衫。这张相

片能让别人看到，同时也能让她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以及对

曾经那段生活的美好回忆。对她来说相片是一种记忆唤醒，当她

翻阅相片时，便能想起自己曾做过什么、去过哪里。她的

Facebook相册里还有其他类似的相片。因此，在讲授如何使用智

能手机的课程中，课堂氛围最活跃的大概就是摄影课了，尤其是

在学习自拍的时候。

摄影的这些用法表明，技艺不再局限于拍摄相片。对技艺的

要求也体现在对相片的加工、分享与消费。下面这个例子就展示

了在Instagram上挑选、编辑和发布相片时所运用的技艺。不论是

将不同的调查点进行对比，还是在同一个调查点中进行比

较，Instagram的使用情况都有所不同。有些人用它来制作具有 

“艺术感”的相片，用于比如日本的插花展上；另一些人则跟用

Facebook一样，把Instagram也当作分享日常生活的平台。通过在

该平台上分享自己参加过的活动相片或朋友和家人的相片，参与

调查的人们大都认可Instagram，认为它是一种大众化的工具，几

乎每个家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在大多数调查点，人们在Instagram
上浏览相片的时间远超过上传相片的时间。来自大阪的小松解释

道，摄影也可以增进家庭关系。在Instagram上，她最喜欢看的就

图图5.3 阿克里之旅中在船上拍摄的一张相片。图片由研究员玛雅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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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儿媳妇的动态，因为儿媳妇会定期发布她孙子的相片。儿子一

家住在城市的另一边，而小松大概一个月才能见他们一次。

这类技艺发展的一个例子是使用智能手机来拍摄人像。在上

海，人们认为相机是手机硬件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应用软件。

一项针对200名年龄在50至80岁之间的人口调查表明，对大多数

人而言，现如今手机相机是他们唯一的相机。因此，手机相机的

质量成为华为和OPPO等更中高端手机品牌的关键卖点。对于上

了年纪的上海人来说，这种对摄影的敬畏感很自然地从上一个年

代演变而来，当时摄影成本高昂，只能用于特别重要的时刻。普

通人买不起相机，只能租借相机。

现在摄影不再罕见或昂贵，但在吃饭前给食物拍张相片俨然

成为了一种仪式。在一些场合，给食物拍照已然成为了餐前的重

要环节，在心远的调查点，甚至有一位厨师因为儿子和准儿媳在

吃饭前没有先给自己做的食物拍照而感觉受到了冒犯。在微信上

的不间断分享已经司空见惯了，但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什么

值得拍照，什么又值得拍照后上传。其整个过程都是一场价值评

估。比如，度假相片成为社交媒体上的常见话题的之一，部分原

因就在于度假本身是一场需要被看见的消费行为。

寿先生总是用“仪式感”一词来强调每一次摄影的重要性。

他认为他在老年人群体中开展的非营利性摄影项目是对长者的敬

重。正如他所说：“很多人直到去世都没有一张像样的相片。每

个人的一生都应该有一张像样的肖像照。我想做的不仅仅是拍

照，而是为这个人留下美好的回忆。我是满怀敬意去做这件事

的，人们也能感到一种仪式感。生活需要仪式感，你说对吗?”

88岁的胡老将智能手机摄影看作一种严肃而专业的爱好。在

他最新的OPPO智能手机上，一个半的屏幕都填满了相片有关的

手机应用。胡老的一个柜子里装满了昂贵的摄像设备，比如尼康

的红外长焦镜头。在他的小公寓里它们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图

5.4a和5.4b），但鉴于老先生已发现了智能手机摄影这一新大

陆，他并不介意那些设备上已落满灰尘。

前几章对上海用户手机应用的调查显示，在前十大热门应用

中就有两款专门用于相片编辑的应用。正如花花女士所说，关键

就在于其强大的美颜效果立竿见影（图5.5a和5.5b）。

花花称这是一种“安全、免费、无痛且无需任何代价的整容

手术”。皱纹、痘痘、疤痕、黑眼圈和老年斑都可以通过“一键

美容”全部消除。这款手机应用还有“数字化妆”的功能，比如

添加口红、腮红、假睫毛和眼影，画眉，及调整眉形。

在上海，人们通常不会简单地认为花花经过自我修图后的相

片就是“假的”，因为她用自己的方式把相机变成了一种手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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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5.4a和图和图5.4b 胡老的专业相机镜头（5.4a）；胡老在他的单

间公寓里（5.4b）。研究员王心远拍摄。

图图5.5a和图和图5.5b 相片主人原貌（图图5.5a）；相片主人在经过 

磨皮、美白、隆鼻、嘴角调整等一系列手机屏幕上操作后的样貌

（图图5.5b）。图片来自“2015华盛顿中国文化节”，由S.帕克瑞

（S. Pakhrin）拍摄，经CC BY 2.0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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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就像胡老所做的那样。因此，评判花花的标准在于她是否能

把相片美化到恰到好处，从而创造出一幅理想相片。毕竟在现实

世界中，改变外貌这一行为早已日常化。化妆和注重衣着并不会

被认为是虚伪的，而是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个人装扮技巧。人们

可能会因为采用了不好的方式而受到谴责，却不会因为在最初尝

试做这些事情而受到谴责。正如花花女士所说：“我并没有特别

自恋——我只是在努力照着社会审美去做出好看，发在微信上的

相片。”

与此同时，第三位研究参与者李先生却有些郁闷，因为似乎

没有一款能够修饰男性发际线的手机应用。在上海，18对外表的

关注不会被直接贬为肤浅。它被看作是人们可以展示自己审美技

巧的地方，去证明他们是谁和他们可能拥有的能力。

上面的例子与前述雅温德的老年人如何看待摄影的例子 

形成了明显对比。在雅温德，人们更有可能将整件事情视为外貌

造假。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们在“形象塑造”这方面并没有 

投入过多精力；他们更关注的是消费相片的新方式。要说有哪里

不同的话，在雅温德，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觉得，智能手机逐渐强

大的拍照功能更多地带来了焦虑。埃图是一名退休机械工 

（图5.6），他说道：“你点开相机，以为自己在拍照，其实点 

到了录像。真难搞懂。年纪大了，手抖了。拍照不抖很难。稍微

一动，就毁了。我有第一个智能手机的时候，尽管我的孩子和孙

子们都有帮我，但一开始的好几个礼拜我都还是没法拍一张清楚

的照片。我最后放弃了。还有，整理相片和视频也很麻烦。有时

你试着去整理，结果不小心删了，然后就再也找不到了。这真的

很烦人。你就想把手机摔了。真的很烦。”

雅温德的老年人对自己相片在网上的流传也很敏感。由于不

具备修图技巧，那些纪实相片只会提醒他们自己年老了多少，这

可能与他们对自己仍然年轻的自我感觉不符。一些老年人可能会

拒绝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相册，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隐私。他们会

感觉受到了打扰，也不喜欢别人坚持要给自己拍照。

当然即便在上海，一些中老年人也不愿别人转发自己的相

片。令人伤感的是，对许多中老年人来说，并不是照片让人觉得

假，而是容颜老去本身让自己觉得不真实。

来自京都的藤原女士指出了另一个关于美颜滤镜的问题。她

认为，创建这样经过大量编辑的理想化图像，设定了一种非自然

的高标准，这是未经修饰的相片无法企及的。如果每个人都用滤

镜，你就会觉得自己也必须要用，从而产生了竞争。如果只是为

了好玩，也没那么糟，就像下面这张研究员劳拉在新冠疫情期间

收到的自拍（图5.7）。尝试妆容滤镜不过是公交旅途中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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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事，这一对好友在测试是否可以给自己加上眼影，以及戴上口

罩后是否还能认出对方。

地图/活动/旅行地图/活动/旅行

用于旅行和交通的手机应用通常是智能手机的主要组成部分。本

节内容将从与当地交通相关的手机用途进行切入，包括探讨优步

（Uber）是如何与无限机会主义挂钩的。继而转向讨论假期及出

国旅行。关于当地交通，以下这张信息图（图5.8）显示了在洛 

诺的研究参与者使用各种交通相关手机应用的百分比。对于这类

应用的特别需求在一些调查点可能还会有所上升。

对于本托的老年人来说，谷歌地图（Google Maps）和优步

这两款主要应用与WhatsApp的结合扩展了他们的社交圈。由这三

款应用组成的城市交通锦囊组合，让中老年人得以与好友在城市

里自主活动与消费。

图图5.6 研究员帕特里克在雅温德的一位研究参与者埃图先生。图

片由帕特里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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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们放弃私家车，转而寻求公共交通的时代，如今在很

多地方，60岁以上的人群可以免费乘坐公共交通。他们中的许多

人都是在退休后才开始乘坐公共汽车或地铁的。他们通过一款叫

做Moovit的手机应用以及谷歌地图来获得公共交通信息。对此费

尔南达是这么说的：“我爱它！我先看一眼应用，然后再去公交

车站——通常不超过五分钟公交车就来了。”

优步则是对公共交通的一种补充。这款应用通常在夜晚才会

被点开。它也促进了无限机会主义，帮助中老年人拥有夜生活。

作为一名舞蹈老师，毛罗如今不再接受他的女学生们出于安全考

虑借口不上晚课。“拜托叫辆优步吧。”他会这么说。在圣地亚

戈，埃内斯蒂纳的丈夫被诊断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如今被禁止

开车。她自己的驾照也已经过期了，又因为眼睛不太好，她很快

就开始依赖优步提供的出租车服务。第三章提到了“控制枢纽”

这一概念，优步的使用也是智能手机应用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

只是这次是关于劳动市场的一个枢纽，它背后有着复杂精细的组

织与审计网络。

图图5.7 戴上口罩后妆容滤镜还是能识别人脸。图片来自匿名研究

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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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5.8 洛诺（米兰）常用的交通类手机应用。数据来自研究员 

希琳。

因为担心自己的位置会被追踪，圣地亚戈的一些中老年人

不愿使用GPS——确实如果没有设置“禁用”的话，谷歌会默

认跟踪定位。他们更倾向于把路线记在脑子里，不过他们也喜

欢用那种能看到公交车什么时候到的应用，这样就不用花很长

时间等车了。一些更年轻的用户，比如秘鲁的研究参与者，最

关注的是Waze地图相较于谷歌地图所具备的优势，通过前者更

能了解到当地的路况。与许多城市一样，圣地亚戈正变得越来

越拥堵。只需看一眼费德里科的苹果手机，就能理解旅行应用

对于这位生活在智利的秘鲁企业家来说有多重要。他手机屏幕

首页的所有板块布满了爱彼迎（Airbnb）和当地航空公司

LATAM等旅行应用；另一板块则主要是各种当地交通应用 

（图5.9）。费德里科手机里的相关应用还远不止这些（图5.10）。

他还有Flightradar24，一款可以实时显示世界上任何民航 

飞机定位的手机应用。在机场候机时，有时他会打开这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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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5.9 费德里科手机上的“旅行/出租车”应用栏。图片由研究

员阿方索提供。

图图5.10 费德里科手机上的地图应用栏。图片由研究员阿方索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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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看看自己的飞机到了哪里，甚至会出于好奇查看其他航班

的动态。

在上海，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是两款最受欢迎的地图应用。

在实际生活中，中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少使用这些地图，因为上了

年纪的人较少涉足新领地，对自己也更有信心，认为没有手机导

航也能行。“我家附近这一带就印在我脑子里。我的脑子比地图

好使。”芝慧如是说。虽然她从不使用百度地图来寻路，但在每

两周她儿子全家开车来看她时，百度地图就变得很重要了。通过

查看百度地图上的实时路况，芝慧可以知道儿子一家人何时能

到，大概时候开始该做饭。她说：“有一次高架桥上发生了交通

事故，我儿子的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们打电话给我，说

会晚到，但我说我已经知道他们会晚半个小时了，因为我正用百

度地图沿着这条线查看路况，看到这条线已经从通常的绿色和橙

色变成了红色。”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个无限机会主义的例子，

即利用实时信息的能力。

所有这些都会经历一个接受和适应的过程。中老年人可能一

开始会抵触谷歌地图；他们可能会把它当作传统地图一样使用，

将细节熟记于脑中或是打印出来。许多老年人慢慢会习惯在开车

时使用地图导航，或是在莫斯科或里斯本旅行时发现，地图在步

行的时候也用得上。之后，他们可能会发现一些反映当地文化兴

趣的点。例如，谷歌地图在爱尔兰用于导航参加葬礼的频率可能

比其他任何一个调查点都要高。这是因为在爱尔兰社会人们通常

要参加很多葬礼以表示对逝者家人的支持，哪怕逝者是他们几乎

不认识的人。在人们浏览完网站“愿灵安息”（RIP.ie）之后，

谷歌地图就开始派上用场了。这一网站会列出任意一天中在爱尔

兰举行的全部葬礼信息，并提供路线指引，以及相关活动如守灵

或弥撒的举办时间。

对于爱尔兰上了年纪的人来说，旅行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再怎

么夸大也不为过。假期是所有交谈中最常见的话题之一，中产阶

级通常在国外拥有房产。其他人则可能会定期去英国过周末，可

能去利物浦看一场赛马，或者去看望在英国工作的孩子；还有一

些人就简单地去国内另一个地方来趟短途旅行。这些活动通常涉

及到一系列特定的手机应用。其中一些主要用于度假，特别是猫

途鹰（Tripadvisor）、缤客网（Booking. com）或亿客行

（Expedia）。大多数研究参与者似乎都能自如地使用智能手机办

理登机手续，无论是远程登机还是抵达机场后登机。在出发之

前，他们可能还会使用多邻国（Duolingo）或收听当地电台来温

习自己的外语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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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出国度假，人们便可能会使用谷歌翻译和能查汇率的手

机应用。社交媒体和视频通话成为与家人保持联系和传相片的重

要工具；天气预报应用也可能会被用上。如果是徒步旅行，计步

器就要登场了，人们将以此证明自己在利用假期保持健康。有了

GPS，中老年人在陌生的地方徒步探险时会感到更自在，因为他

们知道自己不太可能完全迷路。智能手机还可以用于体验预想中

的旅行或替代现实旅行。最惹人注目的案例便来自爱尔兰的利亚

姆（图5.11）。

利亚姆将他的奥克鲁斯（Oculus）眼镜连接上一款虚拟现实

（VR）应用，使他得以到美国一些他可能永远不会亲临的地方“

旅行”。19有了这副眼睛，即便是遥远的太空也不是问题：他带

着VR眼睛享受了一次环绕空间站的“旅行”。他还曾使用谷歌地

球（Google Earth）浏览世界各地，规划去意大利参加婚礼的行

程，以及重温曾经去过的度假地点。20

图图5.11 利亚姆正戴着他的奥克鲁斯眼镜“周游”美国。研究员

丹尼尔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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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和信息新闻和信息

本节简述智能手机在新闻和信息方面的使用情况，从个体用户开

始，进而到社区传播，最后以在国家层面的信息传播的一个案例

结束。如今在全球许多地区，“谷歌一下”已经等同于在线搜索

几乎所有话题。实际上，这个词可能在各地都有着不同的延伸，

已经远超出了谷歌本身的搜索引擎这一定位。对于圣地亚戈的许

多中老年人来说，谷歌作为手机应用、网站或搜索引擎并没有实

质区别。同样地，在许多人看来，“互联网”就是谷歌。

如果说谷歌的意义由搜索引擎有所延伸，那么YouTube则
是延伸成了一个搜索引擎。有时人们将YouTube看作主流信息

之外的信息来源地。例如，圣地亚戈的一位秘鲁裔天主教兄弟

就利用了YouTube来查找反堕胎的非宗教论点。YouTube也可以

用于重拾家乡特色。在洛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当地埃及裔移

民在YouTube上的歌单，以及西西里移民的视频菜谱。例如，

玛丽亚在圣露西亚节这天用手机在网上找到了一份Cuccìa食
谱。在这天吃Cuccìa是西西里传统，它由煮熟的小麦浆果加糖

制成，是典型的西西里美食。玛丽亚接着在 Facebook和
WhatsApp上与家人朋友分享这个食谱和做好的Cuccìa相片；她

做了好些Cuccìa，与在米兰的女儿们以及她在洛诺附近的邻居

们分享。

无限机会主义的一个影响是潜在的成瘾性——尽管正如第二

章所指出的，人们往往不太清楚这个术语的含义。在爱尔兰，有

人认为年轻人都对智能手机“上瘾”了，因为年轻人总想看朋

友——或讨厌的人——如何评论自己，如果看手机的间隔时间过

长，他们显然就会有点“焦躁不安”。而如果是上了年纪的人看

起来有些焦躁不安，最常见的原因似乎是对新闻“上瘾”，尤其

是政治新闻，当然对于年纪较大的人来说也可能是体育新闻。很

多人表示他们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在智能手机上看新闻，通常是

因为他们被某一个政治局势所吸引。在我们调查期间，关注热点

通常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或是英国脱欧。没有人对爱尔兰本土政

治局势表现出类似的兴趣。

安妮就是个例子，她每天会花两到三个小时关注特朗普新

闻。她来回浏览谷歌和各类新闻手机应用，包括《华盛顿邮报》、

《半岛电视台》和《卫报》，还有爱尔兰当地报刊和各种广播媒

体，包括福克斯新闻（Fox News）等美国电台。此外，她也在

YouTube上观看各种政治讽刺节目或阅读《洋葱报》（The 
Onion）上的政治讽刺推文，还有其他人在Facebook上分享的新消

息。早上安妮会戴着耳机听新闻，以免吵醒丈夫。在这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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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大部分老年人很有可能早上睁眼就在床上用手机看新闻，晚

上关灯前也还会看新闻。

人们有很多方法来判断什么新闻是可信的。在社交媒体上，

这更多关乎人们对转发该新闻的人的可信度判断。更普遍的是，

人们如何看待在线新闻也经常与对传统新闻媒体，如报纸、广播

和电视台的看法有关。在一项更为详细的关于都柏林人如何看待

保健信息的调查中，人们提供了许多明确的真伪评判标准，比如

人们不信任来自任何可购物网站的信息，都会被排除。在其他的

调查点，人们往往对来自其他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的新闻报道更

感兴趣，这取决于他们对当地政治的看法。

在智能手机作为新闻媒体来使用的有关新闻报道中，主要关

注点都在于假新闻。然而，对于好几个调查点的研究参与者而

言，智能手机上的新闻主要就是通过分享网友吐槽和其他笑话来

嘲讽政治及政客。比如下面这个表情包就在洛诺的WhatsApp群里

疯传（图5.12）。图片中，意大利前任总理朱塞佩·孔特

（Giuseppe Conte）正对彼时的极右翼内政部长马泰奥·萨尔维

尼（Matteo Salvini）耳语道：“对于经济衰退我TMD不知道还能

说啥了，你能去封个船来转移人们注意力吗？”

这个梗指的是2018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萨尔维尼封锁

了一艘来自利比亚的移民船，禁止船上的600名移民登上意大利

图图5.12 在洛诺WhatsApp群组中被分享的政治讽刺表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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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佩杜萨岛（Lampedusa），引发了争议。这一举措占据了当时

的新闻头条。

事实证明，受大环境影响，政治梗在洛诺特别受欢迎，这里

经常会爆发线上、线下抗议活动，反对萨尔维尼及其对移民采取

的敌对政策。

分享玩笑体现了新闻消费更强的共通性。例如在雅温

德，YouTube已成为各种体育团体内部社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是搞笑视频。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就是“独乐

乐不如众乐乐”，认为分享的笑话有助于形成一种愉快的良好氛

围。分享可能从一大早就开始了。只要群里其中一个人醒来了，

他们就会找到数百个搞笑视频和图片来传阅和评论。这类活动据

说是雅温德退休人士的最爱之一，有时甚至超过了在家看电视。

一位女士表示，她每天至少花三个小时看亲戚们在各个WhatsApp
群组里分享的视频。她觉得它们很有趣。她补充道，她自己从不

给别人发这些视频，但她很感谢有人会主动与她分享，认为这是

一种关心。此外，幽默在人们传播政治新闻的过程中不可或

缺——这是大家参与政治讨论的一种方式，从中获得了积极参与

感，而不再感觉自己只是新闻宣传的被动接受者。

幽默也在达拉哈瓦人通过WhatsApp交流时扮演着重要角

色，不过内容通常是静态的图片而不是视频。信息和新闻都可以

通过这种方式传达。一般情况下某条讯息得到的回应会是一张搞

笑的图片或 “哈哈哈哈哈”。然而，比搞笑内容更受欢迎的一

种类型是谜语。谜语包括关于伊斯兰教的、关于某个地方的、关

于某幅特别的“难以捉摸”的图片的，甚至是关于数学问题的 

（图5.13）。与笑话相比，这些谜语在WhatsApp群组中获得了更

多关注。

伴随着谁将第一个给出正确答案的比赛，这些谜语使对话变

得更密集。这与莱拉和玛娅在老年人俱乐部的线下活动中所观察

到的情况相一致，竞赛游戏是这里日常活动的一部分。活动通常

由在这里实习的年轻大学生们组织。活动氛围总体来说十分积

极，因为人们能感到比赛让每个人都神经紧绷。显然WhatsApp群
聊是这类活动目标延伸到线上的版本。

在乌干达，人们也会利用大型WhatsApp群组分享信息。例

如在古卢（Gulu），来自卢索兹的女议员的兄弟就加入了市议会

的WhatsApp群，由市议会资助，群成员可以优惠价格使用手机运

营商Airtel提供的手机流量。他还能从群里了解到市议会举办的健

康宣传会信息，并动员社区成员参与。作为信息共享平台，这些

WhatsApp群能“带来新闻”，带来人们通常喜欢听的“来自世界

各地的”新闻。单身奶奶弗洛西就是这样，她早上听本地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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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牧师布道，晚上就听来自英国的BBC新闻。奥奇达是一位圣经

咨询师，他对英国新闻尤为感兴趣：“我爱BBC。我非常关注你

们的脱欧进展……我们曾是你们的殖民地，所以我们依然利益相

关。当你们那边一团糟的时候……当你们那边人们过得不好的时

候，我们就会开始有点慌！”

夏洛特在卢索兹上门拜访研究参与者时，经常会在人们家里

看到一台正在放广播的小手机。有时是音乐，有时是国内外新

闻，最常见的则是圣经福音。伊曼纽尔是一位重拾信仰的基督

徒，对于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能用来传布福音感到十分高兴。 

他也会通过手机收听福音广播，尤其关注美国之声（Voice of 
America）和有关以色列的新闻：“多了解以色列是好的，因为

我们已经到了末世。如果那里发生了什么，你可以从《圣经》的

预言中得到验证。”

阿蒂姆在家里与女儿共用一部手机，手机是她的，SIM卡则

是她女儿的。大多数时候手机的作用在于，村里的亲戚们可以给

她们打电话，把难题告诉她们，并向她们要一些经济支持，比如

姨妈最近去医院看病。她们也喜欢收听福音，但担心这样会 

耗尽手机电量，因为家里没有电，所以她们不得不在教堂办公室

给手机充电。在那里手机充电每次限制在20到30分钟以内， 

图图5.13 研究员莱拉和玛雅与达拉哈瓦研究参与者分享的谜语的

截屏。文本内容：“你能从图中看到几只铅笔？谁是知道答案的

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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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们总是担心电量”，尤其是 “一旦充电过度，就会烧

到充电器”。

最后，就像个体用户与社区会通过手机获取新闻与信息，国

家也可以直接将手机用作新闻传播媒介。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

日本政府通过手机发布紧急避险通告。21经历了2011年3月发生的

大灾难后，日本政府开始启用手机发布政府通知，这场集地震、

海啸和核泄漏的三重灾难，以“3/11”为人们所熟知。在灾难发

生后的几年里，日本政府一直因其对事件处理不当而饱受指责，

其中许多批判都在社交媒体上流传。22

在日本，强震、台风和暴雨等自然灾害每年都会发生。智能

手机已成为许多人的第一道防线，在这个对政府信任度很低的时

代，它让人们得以做好自我防备与保护。23住在高知县的一名男

子表示，他每天早上都会用智能手机查看县区网站上关于自然灾

害的消息。这不是一款手机应用，但他给网站设了标签，所以只

需在主屏幕上点一下就可以打开该网站。他能在网站上了解海平

面和洋流情况。如果出现退潮，他就知道要做好地震的准备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购买应急食品，不再前往市区。“我觉得自

己查比等政府警报快多了……我想说潮汐这回事只是我的一个假

设，但了解情况总是更好的。我认为政府的“紧急避险通告”很

好，但总是只能提前5到10分钟，根本来不及……我也担心高知

县会是最后一个被照顾到的。还有一些县比高知更重要。这就是

为什么我想早点知道，这样我就可以更快地撤离。”

官方避险通告面临的问题是，因通知频率过高，甚至小到轻

微地震也要通知，它们反而基本上都被忽略了。在2018年夏季的

暴雨和洪涝期间，很常见的一幅景象就是在餐厅里听到大家的手

机同时响起避难通告的提示铃声，把食客们都逗乐了。一些研究

参与者认为，这是因为政府不希望被认为没有尽到提醒人们任何

潜在灾难的义务。结果这造成了一种“狼来了”综合症，误报数

量的增多可能会使预警的效果大打折扣（图5.14）。

另一方面，随着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密切接触者追踪技术的

出现，通过智能手机短信直接预警潜在感染风险已成为一个全球

问题。本书的最后一章将对这一发展趋势进行讨论。

音频娱乐音频娱乐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4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指出， 

回顾过去，全球范围内人们上网的主要诱因可能在于娱乐活动。 
25在智能手机出现之前，娱乐通常指一种非连续性的活动，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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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5.14 Instagram上一张显示频繁收到避难通告的截图，来自京

都的一位研究参与者。配文则是对于此类预警频繁发布的评论。

看电视剧或通过传统媒体收听广播节目。然而，以智能手机为代

表的无限机会主义，已经使娱乐变成了一种潜在的持续性活动，可

以在一天中的任何一段时间里进行。在等车的五分钟里，一个人可

以查看视频博主的主页，翻阅朋友们转发的一些有趣的表情包，听

一首新歌，看看某位朋友在做什么，或者看看政府正在做什么。 

如果他们错过了最喜欢的广播连续剧，他们可以随时补看。

这对人们的生活来说是一个重大改变，因为我们无法知道一

个人在哪一天的哪一个时间会感到无聊、沮丧或情绪低落。在这

种无限机会主义出现之前，他们在那一特殊时间点可能没有电视

或广播消解情绪。智能手机也丰富了人们的娱乐内容；比如甲想

通过广播听足球比赛的比分，乙可以跟着广播哼唱最爱的颂

歌。A看体育新闻；B看名人新闻；C看政治新闻。一个人的关注

点可能在于政治表情包，而另一个人可能喜欢猫咪表情包，对第

三个人来说可能是淘气的孙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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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娱乐是这样一个庞大的话题，下面的讨论仅限于其中一

个小点：人们听音乐和其他音频内容的方式。在卢索兹的一项调

查中，35名研究参与者中有24人会使用手机上的音乐播放应用，

有4人下载了Shazam等音乐搜索应用。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 

人们前往当地三大提供音乐、电视剧和电影下载服务的供应商门

店获取音乐资源。顾客自带或购买存储卡或“闪存卡”（flash），

然后从供应商定期更新的下载内容中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供应

商会尽量保证最新资源，通过音响外放新歌来吸引顾客。正如一

位供应商所说，“进店的人，尤其是那些紧跟潮流的人……他们

都先在外面被引起了兴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年轻人负责选

好音乐，存入闪存盘，然后拿给上了年纪的亲戚用。26他指出，

年纪较大的顾客“非常少见……他们偶尔会来找找老歌”，比如

福音歌、林加拉语歌（Lingala）或传统的阿乔利语歌（Acholi）， 

“这让他们很开心”，这位卖家补充道。在皮佩（Pype）27针对

金沙萨（Kinshasa）老年人和流行媒体的分析报告中，在一个娱

乐活动往往以年轻人为中心的城市环境中，老年人可以通过他们

对音乐的了解与当代社会重新建立联系。

人们一般会在月底拿到工资后去购买音乐。花上大约4英镑

（约32元人民币）买一张内存4G的存储卡，就可以下载大约500
首歌，然后通过蓝牙传到手机上。他们可以选择花大约4便士买

单首歌，或花21便士买一个包含5首歌的歌包。供应商也卖视

频，标价每条6便士，或者作为赠品回馈给老客户。“人们想要

视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有家的人，”一位供应商说道。音乐供

应商一般都会提供喜剧、系列片、动作片以及来自好莱坞、尼日

利亚和加纳的电影。

“喜马拉雅”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上海，是中国最受欢

迎的播客（Podcasts）和有声书平台之一，拥有约5亿注册账

户。28播客，即可下载或转发的数字音频，已在中国的老年人中

迅速流行起来。29在这个即时点播的时代，可能每一种口味和需

求播客都能满足。来自艾媒咨询（iMedia Research）的数据显

示，2018年中国播客听众总数飙升至4.25亿。普通用户每天花

150分钟使用“喜马拉雅”。30

对那些开始有阅读困难的老年人来说，这类音频选项是一个

非常大的福音。他们也是听着广播长大的一代，用起来也不会感

到不自在。童奶奶是“喜马拉雅”的超级粉丝，对此她解释

道，“它就像手机上的收音机，但内容更多。”童奶奶会一边做

家务，一边收听儿童教育节目（她负责在工作日里照顾孙子）。

她不记得上一次坐下来看新出的电视剧是什么时候了，因为她现

在只用iPad看爱奇艺上的电视剧。她也不记得最近一次通过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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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台听广播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收音机先是被电视所取代，接着

两年前在一个朋友的推荐下，她开始听“喜马拉雅”。

在一些调查点，另一个常用于寻找音乐资源的是YouTube。
玛格丽塔是圣地亚戈的一名退休护士，当YouTube成为她主要的

音乐来源时，她卖掉了自己的收音机，买了一个蓝牙音

箱。YouTube还能让老年人重新听到现在很难找到的老歌。在圣

地亚戈，上了年纪的人们时不时会通过WhatsApp群组分享曾经美

好岁月的金曲链接。同样地，在洛诺，埃及裔的女性研究参与者

将YouTube视为收听埃及语和阿拉伯语歌曲的一种渠道。或是通

过智能手机或是通过扬声器，他们都会在比如标志着斋月结束的

开斋节等节庆活动、派对和邻居聚会上大声外放些歌曲。

最后，智能手机也可以在音乐制作、收听等方面发挥作用。

布伦丹在都柏林成立了一个尤克里里乐队并向公众推广。他手机

上唯一的音乐应用就是尤克里里调音器。不过参与尤克里里群组

讨论现在成了他用WhatsApp的主要原因，群里目前非常活跃，有

70多名群成员，群里每天都有帖子和留言。布兰登会先从

YouTube上下载一首歌，然后将其转换成MP3格式；这样他就可

以把歌曲传到蓝牙音箱上，在尤克里里乐队练习时使用。

Facebook也是布兰登与爱尔兰及其他地方的尤克里里乐队进

行互动的主要平台。他会通过短信和电话进行更详细的安排， 

比如乐队要在某场活动或是养老院进行演出，这一情况很常见。

他还会用手机地图来查找拟定的演出地点，用手机日历来安排各

项活动。他的音乐应用里存储了成千上万首歌曲。对这些手机应

用的使用中有许多是相对较新的，但都是因为他弹尤克里里才被

使用。因此尽管布兰登可能只有一款特定的尤克里里应用，但显

然经过一段时间后，他已经把整个智能手机变成了一款“尤克里

里应用”。这一例子再次力证了第四章中提到的观点，即我们应

把关注重点放在整体任务而不是某个单独的专属应用上。

结语结语

本章开篇就指出，智能手机在使用方式上的许多发展都是源于两种

属性的结合。一是其内部设计，手机应用以密集丛聚，方便了不同

应用间的组合使用。二是其既移动又恒定。智能手机能被带到各

处，但在这一过程中它又始终都在用户身边。这两个方面共同赋予

了手机在本章重点讨论的性质，我们将其称为“无限机会主义”。

它对摄影的本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不单单是说我们对相

机和相片的使用有所改变。智能手机摄影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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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与传统摄影相反的特质。起初相机就像一头巨大的野兽，需经

重重工序组装而成；而相片本身也需要时间来处理，这一切都使

得摄影过程变得相当漫长、严肃，成本高昂。随着越来越多便携

式相机的出现，拍照变得容易多了。数字化对人们如何处理相片

的影响，不亚于其对人们如何拍摄相片所产生的影响。除了相

册、壁炉架上的家庭相片墙、鞋盒和陈列性肖像，31人们如今多

了许多新选择。今天人们拍摄的绝大多数相片都是为了通过社交

媒体进行即时分享，这已成为对话与日常交流的一部分。抛开我

们怀古的情怀，不得不承认的是，在传统的摄影中，限制人们的

不仅仅是笨拙的相机。

相比之下，智能手机相机则与无限机会主义完美贴合。连孩

童也能不断意识到，在他们走在路边或穿过田野时，都有可能捕

捉到意料之外的非常适合发到Instagram上的相片。我们永远不知

道那只蝴蝶什么时候能展翅，而背景同时又配合得刚刚好，或者

孙子哪一时刻会表现得特别可爱。多亏了无限机会主义，场景只

消维持上几秒钟，便足够人们掏出手机按下快门，画面就这样被

捕捉下来并得到普遍认可。这一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无

需成本。相片的拍摄、存储、挑选、删除和替换，一系列操作都

很简单。拍照作为一种设置框架的行为具有升华的效果，即通过

取景将屏幕外的平凡日常隔绝开来。这通常是一种社交活动，例

如达拉哈瓦的人们与那些无法加入同游的人分享相片，以此让整

个社区都获得参与感。32

在本章讨论的每个领域中智能手机的使用都体现了无限机会

主义。就在司机感到迷路的时候，GPS应用就在他们的手机上。

当你在度假时，有人不停地跟你说些什么，但你却不知所以也不

知所云，这时候翻译应用就派上用场了。本托的老年人在退休后

更有可能使用公共交通，也不再需要严格制定夜生活计划了；如

今任何时候想回家了，他们都可以用手机叫一辆车回去。圣地亚

戈的一位秘鲁移民可以在做某道秘鲁美食的中途上YouTube查看

食谱。它们就在那里，得来全不费工夫。有句和音乐有关老话说

得好：“凭着耳朵弹奏吧（playing it by ear）” 即，随机应

变。多亏了智能手机，这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生活日常。

一如既往地，智能手机功能扩展的背后也隐藏着一些不那么

好的后果。33“机会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有负面含义。无限机会

主义的另一面是无限脆弱（perpetual vulnerability）。无论你身在

何处都可以被跟踪到。在WhatsApp通知发信人（也许还是你的老

板）信息“已读”的情况下，你就没有理由不回消息。还有一些

亲戚显然希望你能秒回消息。前文中我们提到了一位总是担心别

人如何议论自己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因此失眠，鉴于现在他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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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凌晨3点从枕头下掏出智能手机，确认是否错过了自己害怕

的辱骂或泄密。因此我们发现，无限机会主义也能让人们体验到

无限压力。雇主可以在任意一天的任意时间向员工提出要求。智

能手机使“零工”经济（gig economy）成为可能，“零工”经济

极大地改变了工作模式，按需工作已成为如今工作形式的基础。

因此伴随着无限机会主义的出现，人们关于从智能手机中解

脱出来或“数字排毒”的呼声越来越高。34如果我们可以在任何

时候使用智能手机，那么我们就会想要一直使用它。我们总能想

到另一个要打电话的人，另一件要用手机查的事。无限机会主义

因此助长了第2章中讨论的手机瘾。反过来看，所有这些不良影

响也有可能被夸大了。无限机会主义不是智能手机独有的：人类

的声音也是一种无限的机会。一些人总是不得不“咬住舌头”，

努力克制住想插嘴的冲动，或是再说最后一句，尽管我们明知想

说的话不合时宜，又或是本该轮到别人说话了。人类总是与各种

形式的无限诱惑生活在一起，并努力让自己适应。关于这一点，

本章更侧重于展现人们是如何根据自己的目的来使用智能手机，

而不是盲目地接受智能手机带来的各种可能性。

无限机会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变得肤浅或

短视。智能手机能用于即时满足，也能用于长远规划。在爱尔

兰，人们热衷于提前好几个月通过猫途鹰、谷歌地球和缤客网规

划假期旅行，35或者通过多邻国学习一门外语。无限机会主义随

处可见，但本章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人们对这种可能性的不同利

用方式。每个调查点的人们都通过智能手机听音乐，但坎帕拉和

雅温德的人们通过供应商购买音乐的方式，与在都柏林和耶路撒

冷的人们获取音乐的方式就十分不同。日本政府通过智能手机向

人民发布紧急避险语境也是本国独有的现象。机会可能总是存在

的，但在每个地区，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利用这些机会。这就解

释了下一章的标题——“精雕细刻”。

注释注释

 1 Katz and Aakhus 2002。
 2 Ling 2004; Ling and Yttri 2003。
 3 Sarvas and Frohlich 2011。
 4 相机在十九世纪也被用于早期的影像与文件记录。参见Pinney 2012。

然而，当时的设备与智能手机相机完全不同，并不属于此处描述的

功能摄影的范畴。参见Gómez Cruz and Meyer 2012。
 5 Morosanu Firth et al. 2020。
 6 关于数码相片的使用与影响的一系列文章可参见Gómez Cruz and 

Lehmuskallio 2016。关于其与记忆方面的联系可参见Dijck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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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十九世纪，这类图像被认为比早期的视觉作品，如绘画和艺术，

要更“科学”与“真实”。参见Walton 2016。
 8 Miller 2015。
 9 Drazin and Frohlich 2007。
10 参见Mirzoeff 2015。
11 关于取景（设置框架）带来的影响，更全面的论述请参见Goffman 

1972。
12 参见苏珊·穆瑞（Susan Murray）关于“日常美学”的文章，作者

强调日常美学是数码摄影日常的核心。Murray2008。
13 关于这一类比，最著名的艺术史学家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为此写了一部重要作品《秩序感》（the Sense of 
Order）。该书无关艺术，而是讲述了放置图像的外框。他认为，让

人们停下来思考的可能不是框内的作品，而是设置框架这一动作本

身。同样地，这里想要论述的是，摄像本身就是一种为自然景象或

其他事物设框的行为；正是设置框架这一行为，而不是框架内的东

西，决定了人们感知的变化。参见Gombrich 1984。
14 Hendry 1995。
15 参见Favero 2018。
16 Bell and Lyall 2005, 136。
17 对于也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知道自己家人会一直

关注他们发了什么。参见de Vries，审稿中。

18 在特立尼达岛也一样。参见Miller 1995。
19 在充满想象力的漫长的“房内旅行”（room travel）的历史长河

中，通过虚拟现实（VR）头盔进行虚拟旅行，标志着“房内旅行”

（room travel）数码技术时代的到来。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贵族韦

泽尔·德·迈斯特（Xavier de Maistre, 1763-1852）在作品《绕着

我的房间航行》（Voyage Around my Room, 1794）中提出。这是一

本充满讽刺的自传体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官员被囚禁在自己房间

里六个星期的故事。作品灵感来源于他自己在都灵因决斗而被软禁

的经历。参见Maistre and Sartarelli 1994。
20 更多关于利亚姆的短片介绍可点击https://v.youku.com/v_show/id_

XNTg2NjE0NjkyMA==.html
21 另一则关于灾难预警的案例详情请见Madianou 2015。
22 也许，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电话。在最初电话作为一种设备被发明出

来时，它的发明者认为它将主要用于信息传播，而不是社交。参见

Fischer 1992。
23 参见Slater et al. 2012：“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26分，一场9.0

级的地震袭击了日本。几分钟后，一波又一波巨大的海啸吞噬了整

个 太 平 洋 海 岸 。 天 灾 似 乎 还 不 够 ， 当 天 下 午 3 点 

35分，高达 15米的海啸带来的海水破坏了福岛第一核电站

（Fukushima Daiichi Reactor）的反应堆，关于大规模核污染的谣言

和恐惧铺天盖地地卷来（Ito, 2012, pp. 34-35）。几乎我们现在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jE0Njky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jE0Njky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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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道的一切，特别是地震和海啸发生数小时后甚至数天内我们所

能知道的一切，都被社交媒体深深影响。确切地说，信息及影像传

播的速度如此之快，与迄今为止的任何其他事件相比，社交媒体此

时不仅反映了我们对灾难的体验，更是我们体验灾难的直接媒介。

如果说越南战争是人类第一次通过电视全面体验的战争（Anderegg, 
1991），那么3/11则是人们透过社交媒体如此完整体验的第一场 

‘自然’灾难。这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结果，一方面是日本在方

面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可移动的手持媒体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源于

人群在危难时刻的特有反应。但社交媒体也不仅仅是信息来源；它

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行动的工具。”

24 参见《经济学人》2019。
25 更多关于手机音乐的论文请见Gopinath and Stanyek 2014。
26 Pype 2015。
27 Pype 2017。
28 Abacus News 2019。一位用户可能有多个账号。

29 Abacus News 2019。
30 Shuken 2019。
31 更多关于人们如何使用胶片摄影的内容请参见人类学佳作Drazin and 

Frohlich 2007。
32 参见Jurgenson 2019。
33 Jovicic，审稿中。

34 Sutton 2017。
35 Cost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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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六章 

精雕细刻精雕细刻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精雕细刻：智能手机与生活的技艺变革精雕细刻：智能手机与生活的技艺变革

如前文所述，本书是基于系列专著的比较文献。该系列的几位作

者都提到了一个词：“精雕细刻”（Crafting）。该词不仅用于形

容人们如何使用和塑造智能手机，也用于描述那些关于塑造生活

本身的更大的命题。生活是门艺术这一理念十分适用于以退休生

活为研究重心的调查点——到了这一人生阶段，人们发现自己的

生活已不再只有例行工作和家庭义务。这种自由可能使他们更积

极地去把握生活日常与节奏。智能手机与衰老体验的结合将是第

七章的主题。但首先，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精雕细刻”这个

词。作为本章的核心，该词体现了人们是如何使智能手机协调个

人生活、社交生活及社区互动。

精雕细刻也体现了第一章中介绍的 “自下而上的智能”。购

买一部智能手机只是一系列形变的开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看到

的手机皆由这一系列性别塑造而来。我们有理由尊重这种形变，

将其视为一种工艺。当人，塑造智能手机或生活并不意味着人们

就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使用手机，或在生活中随心所欲。手工匠

也会受限于手中物品的物质属性。他们必须根据材料的自然属性

和可塑性，小心翼翼地去除某些元素，再添加或模塑其他元素。

但不同于艺术品，智能手机的塑造关乎其使用场景和用途。这不

是塑造某个遗世独立的艺术品。这一塑造过程更准确地说是为了

使智能手机更好地融入日常生活。

本章内容将就此展开讨论。首先我们将思考个人与智能手机

之间的关系：智能手机为适应个人需求是如何被塑造的？转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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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讨论智能手机是如何融入人际关系的：为适应人与人之间的社

交博弈它又经历了怎样的塑造？最后我们将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

社会层面，讨论智能手机如何反映更普世的文化价值并促进其传

播。尽管这一系列话题呈线性展开，但行至文末我们发现这其实

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毕竟个人在被教养和教育的过程中，会

依次被来自社会的规范、价值观和期望所塑造，并受到宗教或其

他道德力量的约束。因此“精雕细刻”的影响范围远不止个人性

格。在塑造智能手机的过程中，人们也在塑造他们与自己所处的

广阔世界之间的关系；同时又被世界所塑造。于是，智能手机成

为了我们日常习惯的一部分，人类学家称之为惯习（habitus）。1

塑造个人塑造个人

埃莉诺来自我们在爱尔兰的调查点，她的苹果手机堪称奇迹；她有

效地将它变成了一本生活手册。她的屏幕上没有哪个手机应用的图

标是单独显示：所有的图标都被放进了文件夹，按金融、体育、新

闻和实用工具等不同领域，或基于与工作相关的不同功能进行分

组。这是纵向整理，她还充分利用了不同应用间的关联进行了横向

整理。例如埃莉诺会在日历上记下某个物业账单还款事项。她会把

待办事项记在记事本上。在这个记事本上，她记录了关于支付物业

费的详细步骤，包括登录密码和相关网址等信息，这些记录可能长

达好几页。接着她向我们描述了，如何使用手机上的一个办公应用

关联上她在一次参会时收集的所有PPT文件，这些PPT演示了如何

最有效地完成某项工作。此外，埃莉诺还利用了视觉上的辅助工具

让相关信息更好找。这包括使用一系列表情符号，比如大头针表示

医疗信息，小汽车表示交通，闪光灯表示某笔账单当日必须完成支

付。她声称不论何时，不论何事，只消用手指轻触三四下手机屏

幕，她就能找到相关流程说明，然后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任务。

其中一个例子体现在埃莉诺如何使用医疗保险公司Laya提供

的一款手机应用。她表示她会立即拍下医生给的任何收据，然后

把照片通过这款应用发给保险公司；公司随即向她保证10天内能

收到赔偿。为了更方便地整理和分享照片，她给它们都标上了日

期。她的相机也成为了这一组织活动的核心，她将它视为收集和

存储信息的主要设备。这些相片可能与某次汽车维修相关，或者

用作她水中有氧运动的时间表。她不仅用手机闹铃提醒自己该起

床了，还用它提醒自己该打针了，或是该出门办事了。埃莉诺的

智能手机上有一整个版块都是用于理财的。尽管存款不多，她仍

然喜欢频繁地调动资金，让钱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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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从清洁、组织和家务管理的角度谈论她的手机。手机

上大量的PPT和其他照片很容易变得杂乱无章。因此，她需要不

断地对其进行编辑、清理和重新排序，以保证它们随时可用，而

这正是她想通过智能手机获得的便利。她还不断更新自己的日程

表。所有数据信息都被安全地备份在云盘中，因此尽管她认为自

己的整个生活都存在于智能手机中，但当她的手机最近在西班牙

被盗时，她还是能立即摆脱手机对自己的影响。在安全备份了数

据后，她发现自己可以很快地把全部内容重新导入一部新手机

中。她始终无法适应的便是手机助手Siri。2她分别尝试过给它设

置成男声和女声，但都感觉不太舒服。的确，她不仅讨厌Siri的干

扰，也讨厌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信息推送的整个大趋势。她不喜欢

网飞公司（Netflix）根据她的观影记录给她推送“猜你喜欢”，

认为“这是在瞎帮忙”。

埃莉诺对手机的塑造似乎符合某种模式。在现今这一阶段，

她对自己工作或健康的掌控程度低于自身期望，而在手机上创造

一种严格的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人生掌控力的减弱。她认

为自己的苹果手机是她能掌控的少数东西之一。因此她对于这一

控制权的竞争感到厌恶也就不足为奇了，她对手机设计本身 

（例如Siri）的态度便充分体现了一点。

我们选择由埃莉诺的故事开启本章，并不只是因为它展现了

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生活指引手册。更是因为显然她通过塑造自

己的手机，表明了自己是一位组织能力完美的专业人士。她穷尽

整个职业生涯试图获得一个能充分施展这些能力的职位。不幸的

是，这一切却没能实现：她的大多数雇主都没能欣赏到这些品

质，她始终都没能找到机会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最终她主要是

通过智能手机，至少向她自己，展现了什么是她想成为的样子和

什么是真正的自己。埃莉诺和她智能手机的故事看上去像是个

例，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但这一案例反映了一种较普遍的秩序

感，一种与“专业”或“有序”等术语相关联的生活方式。这种

秩序感是文化上的，也是个人情感上的，不论是通过仔细观察埃

莉诺的智能手机，还是观察她本人，这种秩序感都同样显而易

见。在这一过程中被塑造的是两者间的协调融合性。

这一点也体现在同样来自爱尔兰的埃蒙身上，他的家族从事

捕鱼行业已有150年。这位粗犷、务实的汉子看上去自信满满，

一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形象。比如他很固执，坚持认为自己无需

其他人或电视的陪伴，因为不论是运动还是干活，他从不感到无

聊，总是活力十足。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每一次使用都严格遵照必

要性准则。埃蒙仅在女儿留学澳洲的两年间使用Skype与其保持

联系，他坚称在此之前没用过Skype，之后也一直没再用。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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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升级带来的一个好处是，他不再需要总是打电话了，这是他

不喜欢的；比如关于火车何时到站这样的事情，他可以用简短的

短信代替电话沟通。在这一案例中，埃蒙的审美体现了一种特别

的极简主义社交，这源于其对男子气概所持有的传统刻板印象。

无独有偶，这位男性和他的智能手机也呈现出了一致的风格。 

如今在爱尔兰，这样的生活理念主要仅存于中老年男性群体中，

总体上它已经被更现代的性别观念所取代。

在其他的一些例子中，个人的秩序感与文化规范的联系并没

有那么明显——人们可能因此会被认为有些古怪。格特鲁德是一

名运动理疗师，她有两部手机。因为她总觉得自己随时都有可能

看到一些需要用手机拍下来的场景或构图，然后立即发到

Instagram上，有时也发到Facebook和Twitter上。它可能是一处风

景，一张某个特殊场合下的自拍，或是一组颜色。这种情绪在今

天非常普遍，但通常不会发展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格特鲁德表示

她很怕因为手机没电而无法捕捉到某一珍贵的瞬间。所以她不仅

随身带着她的两部苹果手机，还带了一个适配器（以防没有无线

网络）和一个备用的电池充电器。

格特鲁德总是带着两部手机——但当另一位来自爱尔兰的研

究参与者梅尔文掏出他的夹克口袋时，他拿出了不下四部诺基亚

手机，外加一部华为手机（图6.1）。在这里关注重点从摄影变 

成了音乐。梅尔文一直有录制传统爱尔兰音乐即兴演奏和现场表

演的习惯，这些活动通常是在酒吧进行；当一部手机没电时， 

他就会接着用另一部。

梅尔文还经常去英国和科西嘉岛等地旅游。每到一个地方他

都会换一部手机购买当地的手机话费套餐用于与本地人保持联

系。因为担心手机丢失或被盗，他还会将信息备份，并随身携带

备用电池。梅尔文已经习惯了人们在各方面都把他看作一个怪

胎。显然他很享受迎合认识他的人对他的期望，并喜欢做出奢

侈、慷慨的姿态。全观都柏林的两个调查点，他可能是兜里装着

五部手机但最不让人意外的人。

在迄今为止的每一个案例中，主人公的特质都是在拥有智能

手机之前就具备了的。智能手机既没有突出也没有压抑他们的个

性。梅尔文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古怪的人，而埃莉诺同样乐于成为

人们眼中的整理达人。这些都没有影响他们发挥对手机的非凡塑

造能力——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像智能手机那样有效

地匹配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故事展现了这一设备与使用者之间的

关系有多么亲密，也表明每部智能手机都可以通过个性化的重塑

让设备与用户完美融合。

通过教授智能手机课程，阿方索可以很好地观察人们使用智

能手机的方式是如何体现他们对设备本身的态度的。以弗朗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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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6.1 梅尔文夹克口袋里的五部手机。研究员丹尼尔拍摄。

科为例，他是一个来自智利的学生，天性严肃，容易对那些态度

较为轻率的同学发脾气，但同时他也是念旧的，且没有一丁点幽

默感。他非常喜欢小玩意和机械设备，尤其是那些他可以拆开、

修理然后再次组装的东西；这样做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

可以说明自己依然一切正常。作为一名学生，弗朗西斯科警惕性

很强，并倾向于安装所有相关手机应用。然而，他是一个持怀疑

态度的实用主义者，这意味着他更倾向于采用传统方法，除非他

能被完全说服某个数字化的方式更好。他不认为这是个问题，比

如他觉得智能手机上的日历就并不比传统的纸质日历强。

弗朗西斯科异常警惕智能手机的跟踪能力，比如GPS定位功

能，以至于他拒绝执行任何基于GPS的课堂任务。他最近遭遇了

抢劫，智能手机也被偷了，此后他便开始担心任何可能会让人跟

踪他的事情。谷歌地图提醒他已经在公园呆了三个小时，由此暴

露了它的追踪能力，随后他便关掉了GPS。重点在于，弗朗西斯

科的恐惧源于他认为自己是理性的，自己的结论都建立在观察之

上。他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抢劫，了解了谷歌地图的运作方式，由

此他推断盗贼团伙一定是在利用谷歌地图来抢劫人们。尽管在别

人眼中自己行为怪异，但他还是更愿意继续相信自己的推理。

爱尔兰的彼得是一名工程师，他非常喜欢自己曾经的诺基亚

手机：它可靠、耐用、设计精良、使用方便。他觉得自己拿起智

能手机的那一刻背叛了它，为了智能手机那些花哨的噱头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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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正的朋友。然而彼得是一个技艺精湛的工程师，所以他决定

重塑他的智能手机。通过禁止手机自带的一些核心应用在后台运

转，他使得自己的三星Galaxy手机在不充电的情况下可以续航120小
时。他还为手机设定了一个程序，只要他在家，所有来电都可以转

接到他的座机上，这样一来智能手机就可以收进抽屉里了。事实

上，他把新的智能手机变成了旧诺基亚手机的复制品。

爱尔兰调查点的最后一个案例十分重要，因为它说明智能手

机可能并不会全面反映一个人的整体性格，而是只反映了他们的

主要兴趣。马蒂斯从立陶宛来到爱尔兰定居，他确实在这里站稳

了脚跟。鉴于他对汽车倾注了毕生的热爱，他目前的工作堪称完

美。他在一家墨西哥餐厅工作，只要倒完垃圾、摆完餐桌并处理

完其他交代的事情后，他就可以全身心专注于修复老板的老爷 

车了，他的老板也同样热爱汽车。

马蒂斯早在2008年就带着妻子儿孙到爱尔兰定居了。因此与

汽车零部件相关的手机应用在他的智能手机屏幕上占据了主导地

位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包括Donedeal（爱尔兰一家汽车买卖数

字市场）和Mister Auto（一家汽车零部件商店）。同样重要的还

有YouTube上其他汽车爱好者分享的关于如何处理某个特定问题

视频。相机也很重要，因为专业买家希望能得到包含每一个修复

阶段的完整照片记录，这样的修复过程可能耗时一整年。马蒂斯

自豪地提到，他的老板驾驶着他修复的上一辆经典赛车，行驶了

1500公里往返意大利，全程没出一点岔子。他的手机上附有一根

电线，连接着一个微型手电筒，同时也是一个照相机。他把这个

当作内窥镜，在动手修复前将其伸进汽车的裂缝中检查某一特定

部位的状态。多亏了内窥镜上的闪光灯，传回智能手机上的照片

可以清晰地展示借助手电筒也没法看清的地方。这个小玩意是马

蒂斯在中国淘到的。他向我们展示它如何使用，那喜悦的样子仿

佛手里拿的是奥运火炬。

与塑造智能手机对应的便是使用智能手机进行自我塑造。来

自本托的费尔南多就是这样做的，她注意到自己的记忆力有所下

降。与许多中老年人一样，她表示自己不害怕死亡，但害怕变得

痴呆。当她感到部分记忆丧失时（这是中老年人都有的体验），

她开始进行大脑训练。人们通常认为这样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和延

长寿命。因此，她每天都通过诸如“空当接龙”（Freecell）、 

“开动脑筋”（Lumosity）、“木块拼图”（Wood Block Puzzle）
和“交叉解谜”（Codecross）这样的游戏应用锻炼自己的大脑。

她还通过“英语对话”（English Conversation）和“谷歌课堂”

（Google Classroom）这样的手机应用学习英语，在应用上提交和

更正习题答案，由此刺激她的认知功能。她最近还下载安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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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邻国”（Duolingo）来学习意大利语，因为她儿子目前在与

一位意大利姑娘约会。

费尔南达曾经是一家食品公司的员工，退休后她计划自己创

业。她最近受朋友邀请，共同创办了一家以关爱中老年人为宗旨

的远程医疗公司。在此之前，她已经认识到了与智能手机共建认

知的好处与坏处：“没了智能手机，就没了生活。太棒了，全都

在手机里。你的生活都在手机里。我害怕失去手机。没了它，我

就记不住东西。我现在跟你说着话，到了明天我就会想“昨天她

说了什么？”所以我不能没有手机。”

费尔南达正在将诸如记忆之类的认知能力让渡给智能手机，

她目前在寻找方法让她的智能手机能够修复或至少是维护记忆。

通过手机来保存记忆对京都的鸟山女士来说也十分重要。她虽然

现在用着智能手机，但仍然保留着旧的翻盖机（garakei），即使

不再使用，也要每天晚上给它充电，那是因为，鸟山女士说“我

不想让它死掉”。她怕如果让旧手机“死了”，那些曾经用手机

拍下的照片以及背后的回忆将会永远消失。日本调查点的其他几

位研究参与者也表示，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从没想过扔掉自己

的旧手机，而是宁愿把它们安全地存放在抽屉里。这种让手机成

为记忆仓库的感情很复杂，智能手机被认为具有认知功能，让人

觉得它是一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例子都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的色彩。与之

形成对比的是退休的马里奥。马里奥热爱园艺，是一位骄傲的环

保主义者。他解释道：“我记得我从小就这样。对社区，对我们

生活的环境，对人，以及对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经历，总是感 

到好奇。”马里奥用他的智能手机管理当地的一个社区农圃 

（图6.2）。他还参与了社交活动的组织，活动包括参观他们在 

园地里饲养的蜜蜂和蜂蜜采集（深受当地儿童欢迎），还有社区

共享晚宴，即社区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带着各自国家的传统

美食在露天花园里与大家共同分享。

他还喜欢使用一款能够鉴别植物的手机应用“PictureThis”。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没能融入马里奥日常生活的手机应用都被

卸载了。马里奥的例子也体现了第二章所讨论的舆论语境带来的

矛盾。作为一名环保主义者，他并不觉得自己特别依赖智能手

机。与此同时，通过使用智能手机，马里奥得以推广他所珍视的

社区和环境价值。在下面的短片中（图6.3），我们可以看到更 

多智能手机在洛诺是如何融入到个体生活中的例子。

最后我们回到讨论的原点，即如何利用智能手机塑造退休生

活。在本托，研究员玛莉亚正观察着爱德华多的智能手机，就在

这次交谈的前两周，爱德华多刚刚退休。以前工作的时候，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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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凌晨4点就需要起床，因此时钟和闹钟对他来说至关重。但退

休后，他发现自己很难让身体适应新的作息表，只好把闹钟收了

起来，也开始逃避时钟。如今他用智能手机来学习食谱和做饭教

程，这样就可以做一桌美味的晚餐让太太高兴。通过手机上的谷

歌，爱德华多现在研究起了铁艺装饰，他打算把这发展为自己的

第二爱好。此外，智能手机还让他结识了一群基督教教友，他们

共同计划在圣保罗的内城区建立他们自己的教堂，他的女儿和外

孙就住在那里。

在他的手机应用中，有关于唱诗的，有关于学习圣经的，还

有帮助他组织教堂捐款的——包括用于计算款项的Calculadora，
以及用于存款的信用卡应用Payeven Chip。为了推进设想中的新

生活，爱德华多在有意识地通过这一切重塑他的智能手机。

这些案例的影响将在第九章中进一步探讨。在最后一个更理

论化的章节中，我们将智能手机视为“超越类人主义”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相似性，智能手机看起来更像是部分

身体或认知的某种替代品，3因此失去智能手机就等于失去了一个

人的一部分。智能手机已被证明在多方面扩展了个人的能力，但

显然这是一项风险投资。当阅读这些个案的时候，你或许很难再

想到之前的任何一种设备已经与人达成了这种潜在的亲密关系。

图图6.2 洛诺的一个社区农圃。研究员希琳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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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内容描述：（多位研究参与者接受采访）每天早上我睁开眼睛，第一

件事就是查WhatsApp消息。这样我能及时知道附近都发生了什么。还可以

在Facebook上看看老家有什么新闻。对我来说，智能手机是一种沟通手段， 

我用它买票，买飞机票等等，什么都买。我用WhatsApp和家人保持联系，

他们离我很远。我家人都在印度尼西亚，我是家里唯一一个住在意大利的。

我刚来的那几年，想联系他们很难。不像现在有智能手机，特别是有那么多

App。能让我觉得和家人很亲近。智能手机让我又快乐又痛苦。快乐是因为可

以和家人保持联系。可以联络朋友、参与许多事情。痛苦是因为你会花很多

时间在这上面。我只要一拿起智能手机，就好像时间都不存在了。它能帮我

做很多很多事情。

图图6.3 短片：意大利案例，我的智能手机。观看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gzNjA3Mg==.html

人际关系人际关系

第三章已对只关注智能手机与其使用者个人间的关系进行了批

判。“社交生态”一词由此被提出，它表明手机也体现了不同的人

际关系——例如在坎帕拉，家人或邻里可以共用手机。第四章则以

上海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透过手机应用观察夫妻关系。得益于

约会应用的出现，智能手机在交友领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智能手机映射了不同的人际关系，而不仅仅是使用者个人。

来自都柏林的瑞秋是一位私人助理，她的女上司出差繁忙，苦恼

于如何平衡家庭与繁重的工作。共事数十年来，她们之间已没有

了惯常的工作界限。即便是在晚上10点，瑞秋可能都还会替上司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gzNjA3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gzNjA3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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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一些个人事务，比如为上司小孩提出的某个问题搜索答案。

但她认为自己对上司的不懈支持是出于忠诚和友谊，她为自 

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且没有退休的意愿。她的智能手机依此种工

作形式而被形塑。如果手机没有保持开机，她就会觉得自己辜负

了上司的信任。手机也能帮助她有效化解上司对出差和顾家产生

的焦虑。

尽管这是瑞秋的私人手机，其主要用途却在于工作。然而，

对于智能手机与工作关系紧密契合的这种状态，她感到非 

常满意，并强调她觉得自己实现了想要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事实上，瑞秋用智能手机处理一切工作上的事务，除此以外她几

乎不用手机。在工作之余她依然乐于手写个人日记。智能手机仅

被划为工作上的利器。

智能手机也可能随时间参与到家庭关系的转变中。这一点可

能会在第八章中更加清晰，在群体身份和群体构成方面，LINE、
微信和WhatsApp似乎是关键的手机应用。以日本为例，“家庭”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智能手机重塑；很多人都

在LINE上建立了直系亲属间的家族群。然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总是不断变化的。来自京都的山下女士已到花甲之年，与四十多

岁的女儿住在一起；山下的丈夫去世后，母女俩与夫家亲戚就疏

远了。她在LINE上建了一个名为“家族”（ファミリ）的群，群

里有她和她的女儿，以及少数密友。

宗族家庭（patriarchal family）在历史上曾是日本家庭生活

和社会的核心。19世纪末，随着明治政府推行国家现代化，核

心家庭（nuclear family）开始崭露头角。4时至今日，随着家庭

人口缩减，许多人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由亲密朋友组成

的“自选”家庭（‘chosen’ families）对一些人来说变得越来

越重要。LINE上的朋友群已成为人们，尤其是女性成员获得朋

友支持的重要来源。年纪越大，人们就越珍视这类老友群。群

成员通常都是高中老友或前同事，人们一般会同时拥有好几个

老友群。同样来自京都的和田女士自丈夫去世后开始独自生

活，而她的女儿和孙辈则住在东京。为此她自创了一套表情包

代码来对智能手机上的LINE联系人进行分类。和田女士通过表

情包来描述如何认识这些联系人的，并以此对智能手机上不同

的“家人”进行直观的划分。比如她曾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

因此所有老同事的备注名都加了一个飞机的表情；直系亲属们

则是加了一个房子的表情。和田女士以这种方式形塑智能手

机，让她得以快速准确地看出自己与每个联系人的亲疏远近。

某种意义上，她构建了一套可视家谱，在智能手机上创建了与

每个人的联系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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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宗教

本章导语提到，最好将本章的线性叙述结构视为一个循环。以埃

蒙为例，我们说这位爱尔兰渔民后裔是个粗犷硬汉。表面上这是

在描述一个独立个体，但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审美对男子形象认知

的影响。同样地，上一个案例有关在日本人们通过智能手机将朋

友纳入到“类家庭”（pseudo-family）关系中。这实际反映了日

本社会中更广泛的一些变化。如果个人在塑造智能手机，那么反

过来他们也受这些更广泛的价值观所塑造。提到强加和维护文化

价值，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宗教，因为它通常是最显而易见的。

罗萨尔巴来自意大利南部一个村庄。于她而言智能手机就是

她的物质伴侣，甚至比一本好书更重要。她用智能手机最常做的

事情之一就是刷谷歌，尤其是用谷歌查菜谱——通常是她所在地

区的传统菜谱。不过罗萨尔巴是一个狂热的搜索者，她也经常用

谷歌搜索别的信息。她常挂在嘴边的就是“问问他吧”，这个 

“他”指的就是谷歌。在罗萨尔巴看来，动动指头就能获取信息

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她在乡下的一个大农庄长大，父亲是一个果

商，她将自己的童年描述为“另一个时空中的另一个世界——学

校和教堂便是一个人交谈时的核心信息来源”。家里好多年都没

有一台电视，她从小就和同龄的兄弟及表亲们在地里玩耍。

相比之下，多亏了谷歌，如今只需几秒就能在家里舒舒服服

地获取信息。她用谷歌搜索保健信息，每当在电视上听到想进一

步了解的事情，她就会去“问他”。她最近在平板电脑上安装了

一款可以测量脉搏的软件。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罗萨尔巴

将科技视为一股无处不在的力量，予她陪伴，为她解惑，赐她灵

感，给她指引。与此同时，实实在在的祷告和每周（周日）的教

堂礼拜仍是她生活的主要部分。

在圣地亚戈的天主教秘鲁移民中，显然智能手机的个性化形

塑有助于将人们笼罩在宗教的氛围里。这一群体小心翼翼地保持

着对秘鲁圣女和守护神的忠诚。拿马塞洛来说，他会在步行或坐

地铁上班时用智能手机收听玫瑰经（Rosary）祷告。他会浏览圣

母骑士（Knights of the Virgin，西语： Caballeros de la Virgen）
网页，包括收听网页上人们祷告的录音。他也会头戴耳机在心中

默念祷词。在天主教中，玫瑰经是以对话形式诵读的。另一名研

究参与者托马斯的天主教信仰则没有那么外露——他智能手机上

的壁纸不是常见的紫袍基督（即奇迹之王，the Lord of 
Miracles）或波雷斯的圣马丁（Saint Martin of Porres），而是动

漫《七龙珠Z》里的悟空。在上下班途中，托马斯喜欢玩一款类

似于《太空入侵者》（Space Invaders）的游戏。他的宗教信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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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体现在观看基督教电视剧和电影。“我喜欢能够传达某种信

息的电视剧或电影。”托马斯说道。

在达拉哈瓦，智能手机通常被视为“手边的宣礼师”，因为

大多数人都会下载一个手机应用用于提醒自己进行祷告。在伊斯

兰教中，一天需祷告五次。该应用可以根据当地时区设定提醒，

提示音为宣礼师的录音（图6.4）。

主至高无上（真主至上）；吾证明安拉乃唯一真神。吾证明

穆罕默德乃主派来的先知。来祷告吧。来救赎吧。主至高无

上。安拉乃唯一真神。

如果一个人所处的地方听不到清真寺的提醒，这一数字版本就能

派上用场了。对大多数人而言提示音只需几秒足矣。对达拉阿瓦

的许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的中老年人，祈

祷召唤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款手机应用操作简单，无需

密码。在那些担心错过祈祷时间的职场年轻人中也很流行。

这些关于受宗教影响而形塑智能手机的案例相对私人化。但

再一次地，这同样适用于人际关系，而不仅仅是个人。许多爱尔

图图6.4 谷歌应用商店里的Salatuk应用。作为“手边的宣礼师”，

该应用用于祷告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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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都参加了沿西班牙北部而行的传统朝圣之旅，这条路被称为

圣地亚戈朝圣之路（Camino de Santiago）。5这一传统已延续了

几个世纪，近年来人数大幅增加。传统上来说，即便对那些不再

是严格意义上的信徒而言，朝圣是一种与精神冥想相关的活动。

因此这很可能让人产生一种脱离或至少远离世俗的感觉，尽管旅

途包含了很强的社交成分，因为人们会结伴而行，或是在过夜的

旅馆中相遇攀谈。人类学家南希·弗雷（Nancy Frey）认为，6传统 

朝圣的基础价值已经被智能手机破坏了，因为手机创造了一种与

外界保持联系的不变模式。来自都柏林其中一个调查点的朝圣者

们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尽管必须承认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

是特别虔诚的教徒。无论哪一年，当这群人中只有一两个人有时

间或预算去朝圣时，他们都乐于与远在都柏林的亲友分享这段旅

程，每天都发送信息并更新自己的进程。朝圣的人认为这种传达

友情的行为合乎道德，算不上对个人心灵净化的亵渎。

文化规范文化规范

对虔诚的信徒来说，宗教信仰决定了自己如何看待和使用智能手

机，要说明这一点，相对而言并不难。宗教本身也倾向于突显其

在文化价值影响方面扮演的角色。但人类学的核心关注点在于影

响更为广泛的规范性（normativity）。这一术语显然与“正常”

（normal）这个词相关——它用于形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然

秩序，除此之外的行为则被视为“不正常”（abnormal）。大多

数规范并不是通过宗教操纵，甚至教育教学实现的。它出现在我

们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会向一个人微妙地暗示另一个人的行

为中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对于甲和乙站得太近了，

或是丙怎么穿了这样一件衣服等事情，他们会显得很震惊或意

外。各地的道德压力指数不尽相同，但来自日本的研究参与者频

频表示，意识到社交行为得体的重要性对于成为一个“日本人”

是多么不可或缺。

在日本的许多研究参与者认为，如果一个人不善于“读懂空

气”（kuuki ga yomenai），行为举止不成体统，那么被欺凌和

排斥是常有的事。学生们从小就开始领悟在社交中读懂言外之意

的重要性。然而，通过智能手机发短信使得这种建立在多层交流

上的互动方式变得复杂。来自高知的17岁女孩由美这样说道： 

“因为很难读懂短信的言外之意，老师一直在提高我们对短信霸

凌的意识。误会一旦传开，就可能是霸凌的开始。坏事传千里，

有时这会在青少年间形成一种不好的氛围。你懂的，就会引发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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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和谣言。你会感觉自己被排挤了。比方说你在一个小集体里犯

了错，然后就有可能被踢出群。这不是身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

上的伤害。”

由美也曾用过Facebook和Twitter。但一年半前她把它们卸载

了，因为它们带来了太大压力，她感觉受到了社会的监视。一位

60多岁的来自京都的女士认为，这些问题并不仅存于青少年

间。“我认为日本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社会，人们会觉得有义务给

别人的帖子评论或点赞。在这里你不得不忠实于人并回应他们的

帖子。你觉得自己有义理（giri）赞美他人。如果这是你认识并

敬仰的人，或者你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你就得给这个人点

赞。有时我觉得人们的赞只是“义理赞”（giri-iine）。我不喜

欢“义理赞”。如果人们是真心点赞，我会更开心。我想有些人

就是厌倦这一套了，所以卸载了Facebook。我有些朋友觉得老

是“赞赞赞”太麻烦了。他们不喜欢这种压力。”

这里的大多数研究参与者都不会发表任何有争议的东西，比

如政治观点，因为“你不想树敌，或是与别人起冲突。不要制造

冲突——甚至当面起冲突。人们喜欢闲聊关于天气、食物或是保

健的话题。”这就是许多参与者创建了多个匿名Twitter和
Instagram账户的原因，这样他们就能够不受关注地参与自己感兴

趣的话题。因此在日本，智能手机展现了人们真实想法与人前言

论的区别。这一区别很好地体现在“本音”（honne）和“建

前”（tatemae）这对文化概念上，它被这一代又一代的学者视为

日本社会规范的核心。7

前文讨论了智能手机与使用者个人和人际关系间的联系，我

们也可以看到智能手机是如何表达文化规范的。然而，智能手机

同样也可以被视为社会变革和新社会规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雅

温德为例，研究员帕特里克的研究重点在于新兴的中产阶级。 

“新兴”意味着它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由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

马斯（Jurgen Habermas）8提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概念最初以欧洲以例，是研究中产阶级形成的最佳学术切入点之

一。他讨论了欧洲历史某一时期的新兴场所（如咖啡馆）是如何

推动公共辩论的发展的。这一发展变化反过来又催生了一种前所

未有的建立在新兴中产阶级讨论之上的政治形式。随后有大量研

究探讨了媒体成为公共领域后续发展形态的可能性。9帕特里克也

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同样以激烈的政治讨论为特征，喀麦隆的新

兴中产阶级在网络世界中创建了他们自己的公共领域。

译者注：义理，日语原文giri，属日本社会独有的道德义务范畴。义理有别于

义务，尤其指不愿意做但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否则会受到批判甚至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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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麦隆，这类讨论始终围绕几个关键话题。其中包括喀麦

隆英语区与占主导地位的法语区之间的长期斗争。此外，自2014
年以来，圣战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也在该国北部地

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这两个话题通过智能手机在社交网络上被不

断讨论发酵。雅温德的居民生活每天都充斥着暴力图片，以及记

者关于这些图片、个人视频和冲突不断的紧张日常的报道。这些

信息都在WhatsApp群里流传。紧接着，最初在喀麦隆境内流传的

信息和讨论通过本国侨民流传至法国、德国、美国和英国，其中

包括一些最后被证明是伪造的图像（图6.5）。基于智能手机的 

公共领域的出现同时体现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10智能手机在当

今关键话题的不断讨论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智能手机可以提供相对自由的信息获取和辩论途径，因而具

备 天 然 的 吸 引 力 。 中 产 阶 级 将 此 视 为 “ 信 息 公 民 ”

（informational citizenship）的一种体现形式，表示他们认为自己

图图6.5 在喀麦隆WhatsApp群里流传的战争图片。图片由研究员

帕特里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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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责任对这些话题发表见解。11新闻和政治似乎每天都会闯入他

们的智能手机，即便有时他们并不想要了解这些信息。向新媒体

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其他后果。例如，图片的不断传播导致喀麦

隆政府禁止军方使用智能手机，因为后者参与了对博科圣地的镇

压行动和分裂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消息激

起了民众诸多反应，这也需要国家做出回应。

事态在应对新冠疫情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打击虚假信息及

谣言散播行为在疫情期间变得日益重要。卫生部长因此开始在

Twitter上发布死亡人数等细节和政府正在采取的措施等信息。对

于一个倾向于秘密工作的政府来说，部长和公众之间的这种直接

联系堪称前所未有。而相关细节在WhatsApp上的进一步流传，为

政府问责和信息的进一步民主化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新兴的公共

领域应运而生，从前封锁信息是常态，如今网络传播带来了透明

化。随后这往往会导致新的紧张局势。

这些影响可能是十分深远的。研究员王心远的专著重点介绍

了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对中国中老年的影响。即便在几十

年后，文革仍然对这代人如何看待智能手机产生了关键影响。每

个人都必须通过不断自我革新12来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观念与如

今日益高涨的“技术民族主义”一脉相承。13中老年人认为助力祖

国实现“数字跃进”是公民责任，这也解释了第二章中提到的，

为何中国的中老年对智能手机怀抱更积极的态度。文化大革命中

所形成的一整套价值观烙印在人们身上，滋生出人们对智能手机

使用的责任感。上海的民族志显示，中老年人很自然地将智能手

机视为一个在“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传统中塑造生活的

机会，让自己在科技的帮助下继续努力成为时代的“新人”。总

之，党不断鼓励人民以实现中国梦为目标塑造个人生活。人们对

智能手机的塑造也与之融为一体。

结语结语

本章的开头提出，精雕细刻的概念应该同时适用于形容人们塑造

智能手机和寻求塑造生活的方式。但这实际上是一个三角关系，

因为这两个过程的背后都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又体现在人们和他们的智能手机上。粗犷、务实的爱

尔兰渔民后裔和他的极简主义智能手机都体现了爱尔兰男性阳刚

的古老文化传统。而本章最后来自上海的观察有其不同寻常之

处，在这里，人们会明确地被一种设定好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理念

所感召，并努力做出个人贡献，这是一种显性的社会文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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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将智能手机用于表达宗教原则时，其面临的文化压力也是

类似的。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内在联系并不明显。它们都是微

妙且含蓄的。只有通过长期的人类学研究，我们才能将其拼凑完

整。最初我们的关注重点是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即使用者个人和

他们的智能手机之间的亲密结合。一系列来自爱尔兰的案例说明

了这一过程，其中包括埃莉诺的故事。我们还提及了弗朗西斯科

的案例，在他身上研究员阿方索观察到了智能手机是如何被塑造

成适合特定的某个人；还有爱德华多的故事，在他身上研究员马

莉亚目睹了一款智能手机被用于进一步打造其主人的退休生活。

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本章因而探讨

了人们对此的反思——这种关系是亲密无间的，智能手机成为了

外置记忆让人依赖——同时人们也会感到脆弱，因为这也意味着

自己的部分记忆可能会丢失。

本章由对个人的观察进而研究了智能手机是如何融入人际关

系的。列举了包括一位职员与其上司的关系，以及日本的家庭关

系。接着我们转向探索更大层面上的社会规范，此处的案例反映

了更普遍的规范性原则和一致性原则，这两者在日本社会都尤其

明显。智能手机对于价值观的呈现并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一些

例子表明，智能手机在新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了积极的角

色。智能手机被用来传播政治讨论的例子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

这是智能手机之所以能在雅温德新兴的中产阶级当中形塑新的公

共领域的关键因素。

个人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平衡走向会带来非常不同的结果。一

方面，在一些案例中，即便是他们本人也会觉得自己在别人眼中

是个怪咖，比如梅尔文决定在夹克里放5部手机。而在一个宗教

社区，或是在多数人服从于社会共识的地方，情况可能完全相

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众是一种道德要求。

我们也应该感谢智能手机的设计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

最大的贡献是他们的谦虚。为什么说谦虚呢？本章所讨论的精雕

细刻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在算法和人工智能的运用领域中

发现的最前沿的技术可能性并没有被用于智能手机的设计。算法

和人工智能已经开发了一些自主学习的能力。但真正重要的是，

智能手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创造了出来，让其可以应对日

后的变化。设计者赋予了智能手机一个足够开放的基础架构， 

使其可以被塑造为无数种甚至是设计者自己都始料未及 

的形式。2008年，克里斯·凯尔蒂（Chris Kelty）在其著作 

《二比特》（Two Bits） 14中指出，开放源代码软件（Open 
Source）通过赋予一代又一代的软件设计师更多自由，可以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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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更具想象力的民主化发展。此外，克

莱·舍基（Clay Shirky）于同年发表新书《人人都来了》（Here 
Comes everyone）。15书中设想人们聚在一起，通过群众外包

（crowdsourcing）的协作形式来共享这些新的可能性。两位作者的

设想在现实中都没有实现。相反，智能手机实际上促成了一场更

温和的革命。它已经将开源这一软件设计领域的概念通过智能手

机的后续消费使用转变为无数精雕细刻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成

为了现实，不是通过某种新型的大众合作模式，而是通过已有的

社交和文化规范，以及个人身上所体现的文化价值。16

在大多数调查点中，很少人会使用手机上内置应用，他们更

喜欢使用自己选择下载的手机应用。其结果便是智能手机得以实

现真正的个性化，这不仅体现在手机应用方面，还包括这些应用

的组织形式及其使用方式。在埃莉诺的故事中，真正让她的智能

手机与众不同的是内容——她耐心写出的所有指令，并与各种功

能相关联。正是埃莉诺的智慧和手艺让她的手机与众不同。设计

者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之后的“自下而上”的智能过程才塑造

了手机最终的样子。

注释注释

 1 《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是人类学历史上

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作者系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1986）。书中他探讨了“惯习”（habitus）这一

概念，如今这个术语被普遍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该词显然

与“习惯”（habit）这一概念有关——习惯是一种无需思考就行动

的行为模式。布迪厄认为，“惯习”指多方面习惯联结而成的一种

深层规范。布迪厄研究了生活在北非的柏柏族人（Berber），他可

以从当地人的一系列活动中辨别出这种规范，从维系亲属关系到组

织农务活动，再到安排日历。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身上很可能就

反映了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范秩序。在诸如当代伦敦这样的地方，

人口更加多元化。然而，在《人类学与个体》（Anthropology and 
the Individual）一书中，米勒（Miller , 2009）认为，即使是在个体

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深层规范，这种规范可能体现在

人们所参与的不同事务和活动中；在其他人看来，这就是我们通常

认为的一个人的性格。所以惯习的概念不仅适用于广泛的社会层

面，也适用于个人。

 2 Siri是苹果手机内置的语音助手。

 3 参见Lury 1996。
 4 Daniels 2015。
 5 Frey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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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rey 2017。
 7 Benedict 1946; Doi 1985; Hendry 1995。
 8 Habermas 1989。
 9 Garnham 1986; Couldry et al. 2007。
10 Schafer 2015。
11 更多关于数字时代下信息公民的讨论，参见Bernal2014。作者在书

中探讨了“信息政治”（infopolitics）——即“通过沟通和控制媒

体、交通、监审和授权来行使和表达权力”的方式（第8页）。这 

“在政府与民众关系中尤为重要”（第54页），并使政府公民互动

和政府承诺产生了改变。

12 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可追溯到孔子。参见Cheng 2009。
13 Wang 2014。
14 Kelty 2008。
15 Shirky 2008。
16 对智能手机的消费实现了黑格尔哲学所提出的文化可能性。参见

Mille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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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

年龄与智能手机年龄与智能手机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似乎出乎人们的意料，本书重点研究对象是中老年人而不是 

青年人。本书的“中老年人”（older people）主要指年龄中段的

人群，自觉自己不老也不年轻的人群。实际上不同调查点的研究

对象年龄差距很大。研究对象大多为成年人，而青少年反而占少

数。本书大部分章节对于研究人群的年龄结构不做过多解释。与

年龄和智能手机使用相关的详尽探讨将在本章专门展开。

我们的讨论从青少年开始进入代际关系的讨论。接下来我们

关注中老年人在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时经常碰到的困难，以及其他

普遍的问题。最后我们关注专门针对中老年人而开发的手机应

用。本章也意在触及一些更大的叙述：从理解社会的角度来研究

智能手机。此章节也可以说是关于性别或阶级的讨论。每一社会

生活的要素都影响着本章所得出的结论。

青少年以及代际关系青少年以及代际关系

无论是正努力构建自己身份的青少年，还是将要退休的中老年人，

智能手机都是他们用以表达对年龄逐增的体验的媒介。诺洛的年轻

人强烈依恋着由智能手机等设备推动的网络世界。共同具有某种特

性的人群，比如父母是外国人的年轻一代（“移民二代”），建立

起相关的社交媒体群组。这些群组成为年轻人共同探讨群组身份等

话题的地方。类似话题是提高社会政治意识和推动各种形式行动主

义的基础。1在意大利被称为“移民二代”2或者“新意大利人”3的

年轻人从小就对其他意大利人排外行为非常敏感。



年龄与智能手机 143

“移民二代”还有着对父母家乡的归属感。例如十几二十来

岁的埃及人后代就喜欢用说唱音乐来表达自己与埃及和意大利流

行文化的关系。他们在当地公园等公共场所聚会，用智能手机

听、说唱和录制阿拉伯语和意大利语的歌曲。在米兰，诗歌已成

为哈扎拉难民和阿富汗移民表达关于身份和包容、排外等主题思

考的首选体裁。创作者年龄介于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说着哈扎

拉吉语。4无论是在工作间隙、在外就餐时，或者在公交地铁上，

智能手机的笔记本功能让人们可以便捷地交替着用波斯语或意大

利语数字化自己的想法。哈扎拉人民在阿富汗不断地受到迫害，

而网络上有对此的行动主义和提高相关意识的活动，智能手机和

社交媒体从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九章将谈到 “便携传送之家”（Transportal Home）：当

青少年对自己的居所有着深刻的矛盾心理时，智能手机便具有了

重大意义。尽管朋友、亲戚或者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住在在不同的

城市或不同国家，智能手机都可以让他们在网络上相聚。相比其

他有可能找到“家”的感觉的地方，这种特性让智能手机成为更

舒适的，能让自己在其中“生活”的空间。尤其是在经济危机的

背景下，租房和买房对许多年轻人来说都是挑战。对于移民及其

子女来说，能有一个产生共鸣的空间非常重要。当下充斥着有关

合法公民权的排他性的讨论，5尤其是，无论官方舆论和大众舆论

都在界定着哪些人才是在这个民族的“家”里受“欢迎”的人。6

在此背景下这个空间更是珍贵。

相比之下，智能手机对中老年人来说可能反而是破坏和破裂

的工具。在雅温得的传统社会秩序中，人的资历和对长辈的尊重

最为重要。之前，人的知识随着年龄增长。在农业社会，经验很

重要，年轻人得向老年人学习。但学校教育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基

于年龄的秩序。而在智能手机方面，中老年人不再被视为知识的

宝库。相反，他们不得不经常向年轻人学习（图7.1）。如今在 

雅温得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得依赖年轻人学习使用智能手机——

不管是孙子孙女，还是在街上遇到的年轻人，他们普遍承认“因

年轻人的灵巧而感到窘迫”。我们的受访者中有一位五十九岁的

高中教师，对这种技术代沟有着深刻的体验。他解释他们这些上

了年纪的人是如何认识到自己必须先掌握电脑，然后是学会上

网，到如今学习使用智能手机。而其中每个阶段，年轻人都比他

们早掌握技术。当老师不得不向社会上最年轻的人学习时，长辈

们必然会感到没面子。起码在一开始的时候，许多中老年人对于

这种教育地位反转颇感别扭。但卢索兹的中老年人或许觉得，年

轻人肯花时间教长辈们何使用智能手机，也是尊重长辈的一 

种形式。



全球智能手机144

一些从前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才能习得精通的技能，正因为

智能手机而变得不再重要。都柏林的一名女受访者在为某花店送

花多年后，积累了很多在乡间找路的经验。但因为谷歌地图的出

现，她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也能找到路的技能变得多余了。日本

的中老年人过去因心算等核心技能得到年轻人尊重，而今他们为

智能手机贬低了这些技能而感到痛惜。如今智能手机上语音输入

具有预测性，能提示正确的日本汉字（kanji），他们担忧年轻一

代会忘记如何书写。中老年人还记得自己在学校花了大量时间来

记住正确的笔画顺序和连续几个小时练习书法学习汉字的经历，

而这些来之不易的知识现在有可能会消失。

在其他田野调查点，中老年人抱怨年轻人没有耐心教他们用

智能手机。智利一位六十三岁女士的说法非常典型：“我女儿送

了我手机，在第一天教我怎么用。但那之后我再问，她就会说 

‘我已经教过你了’!”

图图7.1 在雅温得，祖父汤姆正在孙子的帮助下学习使用新买的智

能手机。研究员帕特里克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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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一位六十七岁的老先生谈到经常会碰到的问题： 

“如果你问他们（年轻人）怎么用某些功能，他们就很快 

操作好，‘啪，啪，啪，搞定了。’但他们从来不告诉你是怎么

做到的。”

儿女和孙子孙女常常不理解父母和祖父母遇到的困难。以本

托的受访者为例，他们声称父母和祖父母曾从事过技术类工作，

说 “你（父母）从事过技术工作，怎会不懂得如何使用呢？”

实际上，许多中老年人或许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退休了。很多中老

年人也害怕成为家庭的负担，因此决定不寻求帮助。他们默默接

受事实：孩子们努力工作，还有很多事在忙。正如本托的一位七

十一岁的女士说：“想到这些（孩子们很忙），你认为我还会打

扰他们吗？”7

很多时候，年轻人也帮不上忙。圣城的受访者阿布扎基遇到了

一些智能手机技术问题，他用的是儿子购买新手机后淘汰给他的旧

三星Galaxy系列手机。Dar al-Hawa的中老年人使用被年轻的家庭成

员淘汰下来的旧款智能手机是很常见的。阿布扎基抱怨孙子们在手

机上下载了太多游戏，他又不知道如何卸载，年轻人根本不会帮

他。一些中老年人甚至没有信心对记住自己的号码（图7.2）。

图图7.2 圣城的一名女性正拍摄现场音乐表演的视频。手机号码塞

在了手机壳里。图为研究员玛雅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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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在都柏林，年轻人常常声称教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

很有挫败感。长辈们学得慢，需要别人不断地重复。年轻人为中

老年人的学习困难感到惊讶，因为在他们看来智能手机是“可以

直接上手的”。然而，当后来我们团队成员决定教中老年人使用

智能手机时，很快就明白了这一说法有多么地不正确。对于那些

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人来说，它并不是直观的。例如，中老年人被

告知要下载一个应用程序。他们看到手机上有一个叫“下载”的

图标，他们马上按了，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怎么会猜到正确的图

标叫做“Play Store (字面意思为玩商城)”？为什么他们不能按

逻辑推理出这是专门下载游戏而不是能下载银行应用的的地方？

他们应该如何得知软件包、云或（某些应用系统）崩溃的新含

义？所有这些术语都与以前使用的没有什么相似之处，而且因为

这些词语有自己字面的含义，所以更容易使人误解。

在另一例子中，我们让中老年人“上网”。他们看到手机上

一个叫做“互联网”的图标，随后想起年轻人教过他们通过

Chrome、Google或Firefox等浏览器应用访问互联网的。但没有人

费心解释这些都能用来上网的应用之间有何区别。如预装图

标“Gallery”和应用“Google Photos”有什么不同？智能手机是

有很多特性，但直观性并不是其中之一。

智能手机使人年轻化智能手机使人年轻化

就算经历了最初学习的艰辛、体验了潜在的传统角色反转、儿孙辈

的不耐心以及有悖常理的设计，中老年人还是会想法设法使用智能

手机。他们为何如此努力来接受这个‘年轻人的玩意儿’？在这个

项目开始阶段，不同调查点的许多受访者仍然认为智能手机对年轻

人（所谓的“数字原居民”）来说更“自然”。这样背景下智能手

机代表了一个加强年龄差别的边界标志——一种基于年龄的数字鸿

沟。老年人之所以坚持不懈，是因为智能手机不仅提供了新功能。

使用与年轻人联系如此密切的设备，实际上可以让老年人感到年

轻。一旦他们掌握了智能手机的使用，智能手机就从年轻人和老年

人之间的障碍转变成为代表着这一数字鸿沟瓦解的标志。在“成功

老龄化（successful ageing）”的时代，拥抱这种新设备和它所带来

的所有可能性相当于保持活跃和不断重塑自己。

本书每位作者都有各自以《智能手机背景下的老龄化》

（Ageing with Smartphones）为主标题的专著。在不同的调查点，

老龄化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相比于按时间顺序排列来划分年龄

层，个人的感受或形象更为重要。如前所述，在坎帕拉，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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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人可能会被认为是中老年人，而在日本，八十岁的人都不

会觉得自己老。在巴勒斯坦，人们到了按理来说还算年轻的四五

十岁阶段时，往往会改变自己的穿着，给自己加上中老年人的标

志，比如妇女会穿深色的长裙、戴上深色头巾等。

然而这些专著表明，在大多数田野调查点，人们的老龄化体验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甲壳虫乐队想象中的变老就是老人坐在摇椅

上，周围都是六十多岁的孙子孙女，但这种传统的老年人形象已经

不复存在了。一些受访者说，他们本以为在六十、七十或八十岁生

日时会觉得自己老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年轻与年老的分水岭是与

健康相对的虚弱感，无论在什么年龄，这种打击会连续影响以后几

十年。一些调查点的中老年人也会继续听滚石乐队的音乐，但现在

是用Spotify（音乐应用）来听，也还会想约会，尽管现在是在Plenty 
of Fish这样的网站来找对象。中老年人认为掌握智能手机就能让自

己变年轻，这正好从整体上反映老龄化体验广泛的变化模式。这一

变化在上海尤为明显，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缘故，上海的中老年人觉

得自己从来没有过能够探索生活可能性的青少年时期。只有到了退

休的时候，在智能手机的帮助下，他们才能开始过年轻人的生活。

人们老龄化体验变化这一更宏大的语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智能手机的影响。在爱尔兰，智能手机让人们感到更年轻，部分

因为富裕的退休人员在许多方面显然能减慢老龄化过程。比如，

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保养身体，或者积极从事绿色环保事业。具体

而言，这种可持续性发展既有利于中老年人，也有利于地球。然

而巴勒斯坦人往往更愿意遵循尊重资历和年龄的传统，相应地，

他们的行为表现也有所不同。

最后，我们讲述的变化是，传统老龄化标志（比如成为祖

母）仍然存在，但数字化给其带来了新的变化或者增添活力。意

大利的Nonna （祖母）概念内涵的变化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流

行文化中，尤其是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Nonna”已经成为习

语，传代表当地尊重统、顾家、爱烹饪和善于照料家人的理想化

形象。它作为“正宗意大利”的标志在广告中被广泛使用。如今

在意大利，祖母们扮演的主要角色是积极照顾孙子，以及为家庭

提供实际的经济社会支持。诺洛的很多女性在六七十岁时积极扮

演祖母的角色，她们要么搬到他们成年子女附近，要么已经住得

离他们很近。智能手机成为她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工具。比如她们

很多人使用WhatsApp来安排日程和事务，在家人和朋友之间共享

照片和视频，培养个人兴趣和参与活动。例子详见短片“意大利

的祖母”（Nonnas）（图7.3）。在以上例子中，智能手机只是 

让传统类型的“中老年人”更加适应当代生活，但他们由此感到

年轻化的程度不会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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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7.3 短片：意大利的祖母。观看链接：https://v.youku.com/v_
show/id_XNTg2MzE4NDUyMA==.html 

视频内容描述：标准意大利语中，“祖母”被叫做nonna。在流行文化中，特

别是意大利以外的地方，“nonna”则作为俚语有了新的意义。指当地传统、

家庭氛围、菜肴等方面的理想状态。我在诺洛做研究时，遇到了来自意大利各

个地区的“奶奶”们。大家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以各种方式为社会、

经济做出过重要贡献。如今，意大利“奶奶”们承担的主要职责。是积极地照

看孩子们。为家庭提供经济、社会方面的实用性支持。这对拥有欧洲最低生育

率、老龄化严重的意大利来说非常重要，在社会经济层面也不可或缺。特别是

该国父母都要长时间工作，生活和育儿成本都很高。智能手机已经普遍融入了

诺洛（NoLo）“奶奶”们的日常与职责。WhatsApp被用来管理日程和事务。

与家人朋友分享照片和视频。并被用于追求个人兴趣爱好。

智能手机的教与学智能手机的教与学

使用智能手机需要何种技能？Dijk和Deursen8总结了发展数字素养

所需的六个层次的技能：

1) 操作技能（Operational skills），如怎样使用某按钮 

2) 正式技能（Formal skills），包括理解何使用各种界面，如

菜单结构或超链接

3) 信息技能（Information skills），如搜索能力

4) 沟通技能（Communication skills），如社交媒体的使用

5) 内容创作（Content creation），如创建自己的音乐播放列表

6) 战略性技能（Strategic skills），如运用智能手机达成个人或

职业目标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4NDUy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4NDUy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E4NDUy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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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种技能的水平差异都可能导致用户之间出现新的数字鸿沟。

唐纳（Donner）在他的《可得性之外》（Beyond Access）9一书中

详细考量了这点，这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如今普通民众都

能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并不意味着不平等的结束。若人们只

掌握其中某层次的技能，对智能手机后续使用的了解程度不一，

只会加重其它方面的限制和分歧。

以下论述能让前述观点更加清晰。我们的研究还包括很多

开始经历老龄化带来的脆弱感的人群。他们认知能力下降、患

关节炎、手指颤抖、视力受损，这些也会影响他们使用智能手

机。一方面，智能手机增加了使用难度，加重技能障碍；另一

方面，中老年人渐渐失去身体的灵活性。在我们观察人们的日

常生活时，这些现象就已被察觉，不过在我们教授中老年人使

用智能手机的过程中，这些现象更为突显。更广泛的研究语境

包括考虑老年人学习智能手机的动机；日常使用智能手机的场

景；尤其是获取、学习和规划使用智能手机的状况；这些场景

经常涉及更广泛的代际关系和代际矛盾。最后，我们也得出了

从第二章开始便每章重申的结论——人们对智能手机存在着矛

盾心理。 

研究团队中有研究员专门教授有关智能手机使用的课程，也

有人专门教授如何使用WhatsApp，其中有的课程持续超过一年。

来上课的学生关注的方面和学习目的都是多种多样的。在圣地亚

哥，有女士想拍摄HDR（高动态范围成像）照片，然后在

Instagram上发布；而一位男士想下载应用程序来扫描传单上的二

维码。有的学生觉得（付费）移动数据服务和（免费）Wi-Fi热
点的区别很难理解，也很难明白“云”的概念；而有的学生又觉

得难以理解触摸屏界面。造成他们使用困难和形成学习目的的因

素包括，对手机使用的熟悉程度、所在家庭的支持水平、教育水

平、运动技能以及退休的早晚。10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近对美国老年人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11三分之一的中老年人在使用如智能手机等

电子设备时不太自信，甚至没有自信。由此四分之三的人称自己

需要帮助来安装和使用新设备。研究员玛莉亚Marília教的一名学

生当时72岁，称害怕犯错是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主要区别。他解释

说：如果年轻人看到自己犯错，他们会自嘲，因为他们被允许犯

错误。然而，人们对中老年人却不那么宽容。12

他说，正因如此很多朋友操作失败时都会感到非常尴尬，不

敢再尝试。他们还担心设备“充电过度”、“重要信息被删除”

或者“按下错误的按钮”等问题，担心弄坏智能手机。他们将智

能手机当作机器，认为若智能手机卡住的话，就是坏了。很难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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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年轻人说的，手机是弄不坏的，只需要返回前几个步骤，换个

地方试试之类的话。

通常这种恐惧与更广义的因年老而被污名化的感觉相关，新

技术对他们来说不是“正常的”。老年人认为他们遇到困难才

是“正常的”，说“我不懂技术”或“我的头脑不适合这个”，

并坚持认为除非老师站在他们旁边看着，不然什么都做不了。但

也有人一接触，或者使用过一段时间就能大胆用智能手机。皮尤

调查还指出，一旦老年人上网，就开始“高水平地使用数字设备

和创作内容”。例如，在拥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中，百分之七十

六的人一天要上网好几次。

年长的学生普遍反映对智能手机上大量的菜单、手势和能做

同样事情的不同方式感到不知所措。13通常手机上的应用程序和

功能的编排并没有明确或有逻辑的层次结构。许多使用安卓手机

的学生不知道主屏幕和应用程文件夹之间的区别，尤其是墙纸相

同都时候。学生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难题就是选择太多。例如，在

相册中选择图片后尝试分享图片时，屏幕上显示各种各样的功能

图标，包括一颗心、三个垂直点、三个相交的圆圈、带箭头的正

方形、带笑脸的正方形和一个T、颜料盘、三个点组成的V，和 

“垃圾桶”图标（图7.4）。哪个才代表“分享”？

此外许多年长学生很难区分“轻点”和“长按”。人们自信

不足，总想要跟按门铃一样长按按钮，以确保已被按下。然而长

按和轻拍得到的效果通常完全不一样。他们也很难准确点击功能

区，可能会再次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圣地亚哥当地关于瓦莱里

亚的电影里的例子能说明这些问题（图7.5）。

学生们学习动机不一，但大多数人希望学会使用

WhatsApp。圣地亚哥七十岁的玛丽亚•特蕾莎描述如何作出购买

智能手机的决定时说：“我买手机是因为WhatsApp，每个人都用

它，我觉得自己成了局外人，所以我不得不买了。”事实上，本

托当地的某些老年人购买的是“WhatsApp设备”，而不是智能手

机。由于学生那么渴望学习WhatsApp，最终研究员玛莉亚的全套

课程，研究员阿方索开设课程的大约四分之三，还有研究员玛雅

的一些工作坊，都是专门教学生如何使用WhatsApp。14

虽然努拉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但当玛雅在达拉哈瓦开设智

能手机使用课程时，努拉立即表示想要报名。努拉精通希伯来语

和一些英语，能在课程中帮其他学生将相关材料翻译成阿拉伯

语。努拉在教WhatsApp方面特别帮得上忙，让学生们学会了

WhatsApp各种功能，从录音到发送位置、共享联系人和图像以及

备份等。有一次，在解释如何备份文件和文件夹时，努拉不小心

卸载了WhatsApp，找了几分钟没找着后就激动地求助。显然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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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7.4 哪个图标才是分享？截图由研究员阿方索提供。

对不得不离开WhatsApp几分钟而感到深深的沮丧。她认为 

自己什么都没学到，也不想留在课堂上，“弄丢”应用程序后的

她既沮丧又愤怒。起初，玛雅也帮不了她，因为智能手机的内存

已满。终于在清除了许多WhatsApp备份文件夹，创建了足够空间

之后，她们再次下载WhatsApp，一切恢复正常。努拉才放松了，

舒了一口气。

例中努拉的压力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首先是她与亲戚、朋

友和社交活动的联系可能被斩断。第二是她自己没能解决这个问

题。这暴露出她对如今她视为生活基础的事物的运作还不完全清

楚。这种经历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即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依赖

他人。这是智能手机另一个矛盾的方面：学会使用智能手机能增

强个人自主性，但也往往也会让人产生新的依赖。

最后，我们来说一个案例，这个案例说明几乎每个人都能与

智能手机产生互动。来自坎帕拉的玛丽五十多岁了，没有任何读

写基础。她拥有一部三星智能手机，这彰显了她，作为前夫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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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7.5 短片：智利的瓦莱丽娅。观看链接：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MzI1NjA0MA==.html

视频内容描述：瓦莱丽娅接受采访我从来都没想过“这是给年轻人用的”。

还是有点怕，怕把手机搞坏了，或者不小心把手机锁掉了。还有一点是，人

一旦“专业人士”做久了，就很不愿意被周围的人……当成傻子。所以我不

得不从零开始学。我用WhatsApp做很多事。Email也很重要，我会用它收邮

件，毕竟我在英国还有要联系的人，都靠电子邮件来维系。之前我什么事都

是用WhatsApp处理的。我不觉得自己“已经过时了”。有些说法我很难承

认，说我们已经“老了”，“年纪大了。

费受益人，相对被优待的地位。她的两个孩子都快十几岁了，都

称教过她如何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玛丽说，除

了使用WhatsApp之外，她很少上网，但每天都会为WhatsApp购
买数据包。大多数应用程序她都不用了，但她会听朋友们通过蓝

牙给她发送的音乐，现在手机上有一百多首歌曲。孩子们在寄宿

学校时，玛丽经常一个人在家。当她觉得无聊的时候，她还会用

手机玩一个需要照顾、喂食和清洁虚拟小猫的游戏。是她十六岁

的女儿为她下载的。正如之前在《我们为何发帖》(Why We 
Post)项目中所指出的，15文盲在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时碰到

的障碍比预期的要小。

本节主要遵循了Dijk和Deursen最初提出的六层次技能来展开

论述。我们首先展示了人们为掌握基本运动技能所做的努力。最

后令人惊喜的是虽然每个人能力水平不一，但都有自己不同的方

法来让智能手机帮助自己培养兴趣、完成任务。智能手机不一定

能减少不平等，但可以帮助人们适应协调生活中的不平等。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I1NjA0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I1NjA0M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I1NjA0M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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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应用程序与设备专门应用程序与设备

考虑到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在一些最富裕国家，自然会有 

人为中老年人开发相关技术。其中之一就是罗多8040智能手机 

（图7.6）。该手机的主屏幕包括四个可填充选定联系人的照片 

的圆圈。某位九十一岁高龄的虚弱的女士极度恐惧技术，完全搞

不定智能手机，更不用说拨号打电话。多亏了这一设计，她可以

经常和屏幕上显示的四位近亲保持联系。

除了专门的智能手机外，还有针对中老年人的应用程序。比

如在上海广泛使用的美篇，字面意思是“美丽的篇章”，指的是

应用程序在编辑照片和模板时的用途。这款应用拥有1.5亿活跃用

户，年龄大多在四十到六十岁之间，他们手头宽裕，有充足的闲

暇时间和表达自己的愿望。16据研究员王心远的采访，美篇是中老

年用户中最受欢迎的应用之一。上海的受访者沈女士每周都会在

她的微信上分享至少两条美篇。在社区老年人学校的介绍适合中

图图7.6 多罗手机屏幕上展示了能致电重要联系人的快捷键。研究

员丹尼尔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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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使用的便捷应用程序的课上，她学会了如何使用美篇。微

信只允许一条朋友圈发九张照片，而美篇最多允许发100张照片。

这吸引了沈女士，她说：“我想要好好地完整地记录下经历的美

好时光……通常两天的短途旅游，我会拍几百张照片。”

在中国，中老年人普遍希望“好好地完整地记录生活”，还

普遍认为网上发帖具有类似于出版物的意义。他们态度与那些在

社交网站上发布日常“意识流”式的状态的人截然不同。另一位

受访者者施先生强调了两者的区别：“有一次，我的小儿子说，

没有人会对网上发东西上心。但我告诉他，我相信我分享的每一

个字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是认真的。”

老一辈人成长在缺乏能持续展现日常生活的沟通工具的时

代。个人要想表现自我只能通过广播、电视或报纸等受到高度限

制的大众媒体。因此，他们认为任何公开的自我展示都需要仔细

考虑。此外，美篇的主要收入来源还包括，将用户发布的博客内

容印刷成册的增值服务。这项服务越来越受到中老年人的欢迎。

当朱女士收到一本印刷精美，以她孙子照片为封面的美篇 

“集”时，惊呼道：“我从没想过我能用智能手机写书！”

美篇的使用状况，不禁让我们想起之前提到的中国与其他调查

点之间的对比。在巴西和智利，中老年人经常把使用智能手机的困难

视为变老的“正常”结果。他们认为任何包括视力下降和手抖等身体

问题，证明了他们能力下降，从而认知功能变差。他们认为自己对技

术恐惧很正常，因为他们不是智能手机的天然用户，年轻人才是。

与之相反的是，正如我们可以在文中短片中（图7.7）看到

的，在上海的丹在退休生活中开拓了全新的空间。比如，她在全

民K歌上录歌拥有自己的粉丝。智能手机对丹来说意义非凡，她

甚至想如果有一天自己不在世了，家人可以把她的手机烧给她。

如第二章所述，提高使用数字媒体的技能在中国被视为好公

民、有贡献的公民的职责， 也是中老年人对建设现代中国做出

的贡献。在上海，中老年人可能比年轻人更痴迷于智能手机。对

比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有一部分中老年人认为使用智能手机是很

正常的，那么巴西和智利的中老年人真正面临问题，可能是为变

老感到羞耻。当然，在他们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和相关技术时，这

种羞耻感就会降低他们的学习能力。

智能手机的利与弊智能手机的利与弊

老龄化还在其他更普遍的方面影响着人们与智能手机的关系。一

是中老年人更害怕被抢劫。正如在本托的受访者所说，“如果你

有一头白发，你就已经成了犯罪对象。”67岁的海伦，为无法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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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7.7 短片：手机里有我一生的爱。观看链接：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NjE1MzMxMg==.html 

视频内容描述：2018年，中国的老年移民多达1800万。其中43%都是为了照
看孙辈移居的。62岁的丹就是其中之一。上海对丹来说是未知的城市，她很
想念家乡的老朋友们，智能手机对丹来说意义重大。我觉得手机不在身边，
就像灵魂不在身边一样。因为这个手机太重要了。有这个手机了，朋友， 
再远也还是像很近一样的。丹也通过智能手机交到了新朋友。丹会把自己的
歌上传到“全民K歌”App上。我也有些粉丝在这里面，要对他们负责。他们
喜欢听，我就要最好的歌拿出去，让他们听起来舒服。如果有天不在了，丹
想让家里人“烧个智能手机”给她。中国人认为，把东西“烧掉”就是将它
们寄给了故人。“我唱的这个“全民K歌”，这么多歌在里面。以后等我“牺
牲”了，我说，这手机就给我送进来。因为这手机里面有我，全部的歌声在
里面，是我一生的爱在里面。

智能手机上存放的孙子照片展现给研究员玛莉亚而沮丧。“我什

么都没带来，这里不安全。”她说，作为圣保罗市政厅提供的两

百个免费Wi-Fi投放点的一个大广场上，每天都有人来散步和锻

炼，也有一些女性聊天。 但大部分巴西的受访者都认为在街上

接听电话或者发短信是不安全的。

他们的确有充分的理由担心。2019年第一季度圣保罗每个小

时都有手机被盗走，手机盗窃案占市里登记在案的盗窃罪中占百

分之六十三。17 2018 年4月里与玛莉亚交流的六十名受访者中超

过一半自己或亲人有过手机被偷走的经历。

因此，人们制定了不同的在公共场所保护自己和智能手机的策

略。如65岁的露西说自己永远不会在街上接电话：“我就让它一直

响着”。67岁的丽丽说也会有特殊处理的情况：“我飞快地瞟了瞟

包里面的手机。如果是孩子打来的电话，我就走进旁边的商店，这

样我就可以接电话了”。有的人甚至把智能手机留在家里。72岁的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jE1MzMx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jE1MzMxM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jE1MzMxM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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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西便是如此：他从不把苹果手机带出门，更喜欢带着便宜的安卓

手机出门。还有策略就是尽可能不换手机，希望小偷不会看上旧设

备。59岁的比亚就采用了这种策略，说：“这手机太老了，没有人

想要”。最不常见的选择是在包里放被称为“小偷的手机”的第二

个设备。这个老方法尤其受会开车的女性欢迎。如果司机开着车被

抢劫，他们就会交出专门为这种情况准备的假包。街头犯罪率居高

不下的不仅仅是巴西。一位智利的受访者称自己不愿意在公共场合

查看智能手机，结果就是：“我就让它在我的口袋里嗡嗡响。唯有

我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比如画廊，我才拿它出来看看。”

相反，在日本京都的田野调查中，由于犯罪率很低，公众往

往常常掏出手机来使用。受访者并不害怕小偷小摸，手机经常放

在背包的外口袋和裤子的后口袋里。在京都，无论是国际游客还

是日本游客，都经常在城里租和服穿上，在风景名胜区可以看到

女性将智能手机塞进宽腰带里（obi），方便随时拿出来自拍。

人们更普遍地担忧隐私的丧失，以及已知的、部分了解到的

的技术监视或入侵等问题。在达拉哈瓦的智能手机课程中，关于

连接开放Wi-Fi网络的教学显示，十五名参与者中只有三人知道

连接Wi-Fi上网是免费的。他们之前只使用过移动公司提供的网

络。当人们了解到这种额外的资源时，他们担心其安全性。74岁
的阿米尼亚在研究员玛雅的帮助下连接了社区中心的Wi-Fi，她

问自己回家后是否还能用这个Wi-Fi上网。如上所述，很多人在

付费方面混淆了Wi-Fi和移动数据。

另一类基于年龄的数字鸿沟，表现在我们之前章节提到的政

府越来越倾向于只支持线上服务。例如，智利参议院最近通过了

一项名为“州内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State）的法案，18该法案旨在使大多数州的政务服务数字化。如

果沟通时需要用到纸质文件复印，他/她必须请求使用这一服

务，并需要证明要求的合理性。2017年，以色列也开始了一场建

立在地方和州两级政府服务数字化的基础上、旨在创建数字国家

的大规模改革。改革支持者称，改革将带来从“加快经济增长”

到“缩小社会经济差距，使政府更智能、更快、更容易为公民所

接受，使以色列成为数字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等诸多好处，19研

究者莱拉和玛雅意识到，达拉哈瓦的年长和年轻的巴勒斯坦成年

人都被这一愿景的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要么缺乏数字素养，要么

是不懂希伯来语，要么两者都是（图7.8）。

不仅仅是政府持有这样的态度。在上海，某大型国有医院宣

布，一个最受欢迎的科室将不再提供“现场”医院预约服务。 

人们只能线上预约。医院认为这可以解决过度拥挤和排长队问

题。然而这类政策可能会使那些缺乏网上预约所需要的必要数字

技能的人感到恐慌，往往是中老年人或经济不宽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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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发展下去，人们越来越依赖智能手机，一些中年人可能

会对此感到不满，认为这是一种基于年龄的排斥。来自都柏林田

野调查的受访者莎拉沮丧地说，在生孩子之前，她在电脑方面没

有遇到任何困难。不幸的是，生孩子那段漫长时间，科技取得了

巨大进步，使她面临困境。她似乎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区，被禁

止完全参与当下。一些堂兄弟邀请她加入Facebook时，她则更想

让他们来喝杯咖啡。

莎拉知道家人和朋友会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她，她觉得这

很丢脸。莎拉的丈夫是银行高管，如果她想要旅行，她得依赖丈

夫在外出期间预订他航班并与家人沟通。她知道这种差距可能会

越来越大，并难以缩小。然而，她的朋友奥菲努力帮助她重新加

入数字世界。奥菲密切关注WhatsApp上关于书友会的信息，不然

莎拉可能会错过这些信息。莎拉现在想去上课学习这些技能， 

但不想一个人去。幸运的是奥菲主动提出和她一起参加。

我们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与犯罪也相关。中老年人往往是诈

骗、网络攻击和欺诈的主要目标。以巴西为例，2018年上半年，

每天有近两万六千人企图进行网络诈骗。20诈骗手段层出不穷，五

图图7.8 为中老年人开发的应急提醒的应用程序。界面只有希伯来

语，不能选择阿拉伯语。图为研究员玛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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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八门，从点击链接到免费赎回，再到提供职位机会或福利待

遇。21骗子作出虚假承诺以敲诈，或获取方便以后作案的银行信

息。除了成为主要目标外，中老年人往往会分享朋友、邻居或家

人受骗的故事。所有因素导致人们普遍恐惧新技术，并助长了类

似第二章所提及的负面舆论。他们担心，虽然他们能学到足够的

知识来使用智能手机与人联系，但他们可能无法学得足够精通使

得自己不受骗上当。22

罗列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中老年人尤其会受到影响。但智能

手机对中老年人也带来了同样多的好处。这在健康领域最为突

出，因为中老年人可能受到虚弱、残疾或各种行动不便的所带来

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爱尔兰的克里斯时年67岁，身体残障，从

小在社会福利房区长大。他12岁时就不得不到建筑工地上打

工。2005年他成了残障人士，只能骑着轻便小型摩托车外出。

克里斯把他那安装了四十多个活跃应用程序的智能手机视为

生命线。因为库安（都柏林的其中一个调查点）没有便宜的服装

店，手机对他尤为重要的功能是网上购物。克里斯安装的应用可

以让他从美国淘衣服，他同时还使用了名为Wish的中国电子商务

平台应用。他真正喜欢的是卡罗琳电台——这是他在建筑工地工

作时经常收听的老式海盗船电台。卡罗琳电台一直都有三个频

道：一个是当代音乐频道，另外两个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
代的音乐频道。克里斯还会上脸书Facebook和收听都柏林当地社

区广播。通过曼联的应用，他关注如当地的飞镖队等体育运动，

还会使用谷歌街景“浏览”一些地方。克里斯在医院呆了相当长

的时间，经常会在谷歌上搜索各种如生物医学和辅助治疗等健康

信息。克里斯还能用智能手机叫来出租车送他去医院。

曾两次丧偶的卡米拉现年79岁，没有孩子，独自生活在 

达拉哈瓦的两室的一楼公寓里。卡米拉清楚意识到自己很容易受

伤害，所以不让任何人进入她的家。直到最近她才买了智能手

机，刚刚开始学习使用的过程很慢。卡米拉了解到这个设备可以

让她轻易地与住一小时车程外的姐姐联系。卡米拉最喜欢使用

WhatsApp，多亏了它，她才能多和别人聊天。她第二喜欢的是

YouTube，可以让她观看Burda时装杂志频道，学习新的设计。缝

纫、编织和做糕点是她的主要爱好，她总是在寻找新的创作想法

和灵感。以前卡米拉不知道可以使用YouTube应用程序，要看视

频的时候就打开浏览器搜索YouTube。在参加了智能手机工作坊

之后，她才开始使用专门的应用程序。

本书不同章节也会提到类似的有关智能手机能为人们（尤其

是中老年人）带来好处的例子。新冠大流行期间的封城措施，在

某种程度上让很多人了解到到了为什么在线交流对缺乏行动能力

的中老年人来说如此重要。几个月来，人们缺少了面对面的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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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拥抱，线下的交流有着无法替代的好处。但是，人们也根本不

敢想象，如果封城期间没有线上的交流和沟通，那生活会更糟成

什么样。这一系列消极和积极影响似乎再次清晰说明了，人们矛

盾的心理不表明反应的不一致；这反而是我们对智能手机所带来

的影响唯一理性的回应。

结论结论

在导言中，我们将民族志的研究路径称为“整体语境化”

（holistic contextualisation）。我们试图将智能手机理解为文化价

值观和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如此，我们就可能就选择论述智能手

机与其它更普遍的社会生活要素（例如阶级或性别）之间的关

系。选择年龄作为例子是因为它是本研究项目所着重关注的社会

生活要素。结合上一章关于智能手机的个人、人际关系和社会背

景的例证，这两章揭示了这些背景因素带来的复杂性。我们经常

倾向于使用诸如“表达”、“表征”或“代表”之类的词汇，但

也需要深入研究语境的特征。

对某些案例最好的描述是协同进化（co-evolution）。正如，

意大利“移民二代”青年群体正在同时探索他们与智能手机以及

与更广泛身份认同的关系。协同进化还适用于智能手机是如何与

其他生活变化协调工作的，比如人们经历从全职工作过渡到退休

的重大变化。智能手机或许会成为组织这种新生活方式的关键。

本书列出的几本专著中有以“精雕细刻（crafting）”为题的章节

详细描述人们退休时如何使用智能手机的。

当智能手机不是作为技术，而是作为习语表达被人们使用

时，所扮演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了。从这个角度看，它代表着与

年龄本身的某种关系。尽管学习智能手机很艰巨，中老年人还是

选择学习，其中的原因更好地说明的这一点。除了技术能力之

外，这颠覆了智能手机本身的含义。在上我们的课之前，智能手

机代表了被排除在外的中老年人与作为“数字原居民”的年轻人

之间的数字鸿沟。然而，一旦中老年人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智

能手机就代表了年轻心态。中老年人可能会因为使用智能手机感

到更年轻，因为这代表着他们也能使用年轻的技术。他们或许会

在Spotify上找到自己最喜欢的摇滚乐，但更重要的是，智能手机

可能会让他们与当代世界建立更直接的联系。

当我们把智能手机置于代际关系中考虑时，第三种语境就很

容易得出了。这涉及关于权力的更广泛领域。从前大多数社会中

智慧是被认为和资历完全挂钩的，但经过几十年经验和知识的累

积，这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如今智能手机使得智慧逐渐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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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知识挂钩，中老年人不得不接受年轻人的教育——人们或许会

抱怨这种依赖，但也不一定。证据表明年轻人在教中老年人使用

智能手机时往往表现得不屑一顾、不耐烦、不情愿，这与权力有

关；他们似乎不愿意放弃在代际关系中的优势。本章中，权力也

被视为中老年人学习智能手机的障碍之一。即使中老年人有了智

能手机并且学习了如何使用，他们也可能会在后续使用的过程中

遇到新的障碍，例如如何得知在哪里获得信息或如何具有战略性

地安排智能手机的使用。这会产生新的数字鸿沟。

第四种特征尤为特别，在某种背景下人们认为学习智能手机

是难事一桩。理解中老年人如何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最具代表性。

这个教学实践揭示了智能手机的许多功能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很难

掌握。患有关节炎的手指很难准确点击图标，并且无法轻松地从

长按切换到请按。问题不在于权力，而在于中老年人的脆弱和缺

乏灵活性。这也可能与记忆力下降有关，还有他们必须学习一些

从未接触到的设备知识，比如手机往往在没有损坏的情况下就无

法工作。对许多中老年人来说，这些因素似乎与羞耻感和缺乏信

心的问题密不可分。然而，我们在中国的田野调查发现，许多中

老年人并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气馁，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中老年

人与新技术的分离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然的”。

最后，本章讨论了与智能手机和年龄之间的关系同样相关的一

些更广泛的因素。例如本托的中老年人认为智能手机会招来抢劫犯，

因此很危险。另外是商业力量的介入，有公司专门为中老年人开发相

应的应用程序或手机。由于中老年人不善使用智能手机，在不同程度

地被排除在政府线上服务对象之外，数字鸿沟也随之扩大。

总之，本章重点讨论了年龄这一主要社会生活参数，以探讨

我们如何将智能手机置于其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中。而我们得

出的结论很可能适用于其它社会参数。而且也可以从以前的许多

其他学术研究中得到证明。这些之前的研究也让我们的研究受益

匪浅，例如第二章中提到的有关年轻人数字生活的出色研究。23

本章所提出的五个视角，分别强调了整体语境化的不同方

面。还有一个因素使得研究更加复杂，而且适用于所有事情：高

速的变化。每年我们与智能手机的交互的复杂性和深度都不断加

强。无论是本章开头讨论的关于青年身份认同的协同进化，还是

末尾例举的关于国家数字基础设施的新规定，智能手机与社会关

系和文化价值观的关系发展过程都是非常动态的。

注释注释

 1 例如推特主页‘Yalla Italia’（网址：https://twitter.com/yallaitalia），

或诺洛中部同名非政府营利组织的年轻意大利穆斯林脸书群组 

（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GiovaniMusulmanidItaliaGMI/）。

https://twitter.com/yallaitalia
https://www.facebook.com/GiovaniMusulmanidItaliaG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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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参见 Clough Marinaro 和Walston 2010。
 3 参见Antonsich等人总结的关于新意大利人的欧盟报告。http://

newitalians.eu/en/。
 4 哈扎拉吉语（Hazāragi）是在阿富汗的哈扎拉人和哈扎拉全球侨民所

说的语言。它是波斯语方言之一，与阿富汗主要语言达里语密切相

关。哈扎拉吉与达里语区别不大。见《伊朗学百科全书（网络版）》

（Encyclopaedia Iranica Online），2020。
 5 移民的子女在18岁前不被授予意大利公民身份，如今意大利的许多

年轻人仍然感到受到这些法律的排斥，他们在网上论坛和通过非政

府组织和社区团体等其他渠道对此提出质疑。见Andall 2002。
 6 同见Giordano 2014。
 7 见Accessa 2018的“RG033–Resultados–POnline 2017”调查。这

是将数字融入圣保罗的倡议，提供免费互联网接入和许多免费课

程，以帮助用户提高数字技能。研究发现，超过七成受者通过自学

或参加课程学习上网；只有4%的人能得到亲戚的帮助。

 8 Dijk 和 Deursen 2014, 6–7。
 9 Donner 2015。
10 这背后意味着人们的老龄化体验的多样性，详见Thumala 2017 和 

Villalobos 2017。
11 Anderson 和 Perrin 2017, 3。
12 参见Leung et al. 2012。
13 Kurniawan 2006。
14 Duque 和 Lima 2019。
15 Miller et al. 2016, 170, 207。利维斯顿（Sonia Livingstone的）相

关研究和其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参见第二章的尾注。

16 Zhao 2018。
17 Henrique 2019。
18 这项名为‘Transformación Digital en el Estado’的提案目的是为了

节省纸张和时间。总统认为此举是为了“使国家运作现代化。现在

已经 2018年，我们却还用纸质文件处理公务”。见Mensaje 
Presidencial de S.E. el Presidente de la República, Sebastián Piñera 
Echenique, en su Cuenta Pública ante el Congreso Nacional，下载

路径：https:// prensa.presidencia.cl/ lfi- content/ uploads/ 2018/ 06/ 
jun012018arm- cuenta- publica- presidencial_ 3.pdf。

19 见以色列社会平等部门， 2020。
20 Travezuk 2018。
21 O Globo 2018。
22 有关诈骗犯的研究见Burrell 2012。
23 利维斯顿（Sonia Livingstone的）相关研究和其它具有代表性的研

究，参见第二章的尾注。

http://newitalians.eu/en/
http://newitalians.eu/en/
https://prensa.presidencia.cl/lfi-content/uploads/2018/06/jun012018arm-cuenta-publica-presidencial_3.pdf
https://prensa.presidencia.cl/lfi-content/uploads/2018/06/jun012018arm-cuenta-publica-presidencial_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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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

智能手机的心脏：智能手机的心脏：LINE，， 
微信和微信和WhatsApp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为什么本章会专门介绍LINE、微信和WhatsApp？将它们描述

为“智能手机的心脏”又有什么含义呢？首先，因为我们的调研

显示，对于大部分地区的多数用户而言，存在一款单独的应用目

前能够代表智能手机为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这类应用可能

会在日常使用中占主导地位，以至于几乎成为智能手机本身的同

义词。如第七章所述，对于一些巴西人来说，智能手机只是一种

使用WhatsApp的设备，同时日本的用户则将他们的智能手机称

为“我的LINE”。

其次，这几款应用被称为“智能手机的心脏”是因为它们通

常成为人们向自己最关心的人表达关爱的工具。对多数人而言，

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与我们保持核心关系的人：孩子、父母、伴侣

以及挚友，而这些应用则成为展示核心关系的平台，比如兄弟姐

妹相聚照顾年迈的父母、满怀自豪的宝爸宝妈不间断式晒娃、移

民后与家人重建联系等等。可以说通过这些方式，即便生活在另

一个国家也不妨碍人们体会当上祖父母的感受。但所有上述用途

都伴随着监视、依赖和压力等问题，本章的第一部分将关注这种

情感维度，“情感”一词此处所指为心情、感受、情绪和态度，

均侧面体现了应用平台实现情感和关怀能力的某种方式。1

本章尤为重要的第三个原因也在于本章第二部分呈现的内

容。正是这些内容为民族志研究观点提出了最有力的论据。此处

探讨的三款应用通常主导了更亲近和更私密的交流，尤其是在家

人之间，这使它们不仅成为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访问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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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为了深入了解此类亲密交流方式及其影响，我们需要经历

数月与受访者建立起信任和友谊，并作出匿名调研的保证。其他

研究途径很难取得更深入的成果。

本章第二部分指出，此类核心应用预示着过去被习惯称之

为“社交媒体”的独立应用类别即将终结。 “为什么我们发帖”

项目在概念上取得的进展之一是提出“可调控社交”的观点，在

社交媒体出现之前，人们通常有两种主要的交流方式：私密的沟

通或公开的大众传播，前者如打电话，后者如公众广播。最早的

社交媒体缩小了广播的范围，使人们可以在脸书（Facebook ）或

推特（twitter）上发帖，对象限定在几百人或仅仅20人；而随后出

现的社交媒体，包括本章讨论的这三种，也都是由私人信息服务

发展而来，先触及到少数人然后再扩展到更多的受众，最终结果

是产生可调控社交：平台可以从最小群组到最大群组、从最私密

到最公开。到2021 年，社交媒体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本章讨论的

三款应用在相当程度上与智能手机的其他短信、消息、语音通话

和网络摄像头元素融合，最终使得所谓的社交媒体已几乎不再独

立存在，存在的只是智能手机的传播功能。

另一重要发展在于目前微信等应用平台整合了广泛多元化的

服务，而这些服务可能曾经都是独立的应用。我们会感觉微信和

LINE本身更像是一种智能手机，如第三章所述，微信正在用自己

的小程序部分取代了手机应用，而LINE也成为了一款超级应

用。2本章第三部分，即最后一部分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变化的认

识来理解占主导地位手机应用的多功能性及其影响力，并再次强

调这其中也必然包含了商业力量的影响力。

应用背景简介应用背景简介

LINE由韩国互联网集团NHN于2011年在日本推出，当时东日本大

地震和海啸对日本电信网络造成严重破坏，这款软件最初设计是

提供消息服务，让公司员工能继续保持通讯。3在灾难期间电话线

路中断，但数据通道仍保持畅通，因此成为了保持联系的最有效

方式。该应用随后在2011年6月向公众发布，发展至2013年已成

为日本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服务。4到2018年，LINE已拥有7800
万日本用户，5全球月活用户为1.65亿，并在泰国、中国台湾和印

度尼西亚建立主要市场。6因访问方式为平板电脑，在日本LINE
的普及率高于智能手机。研究员劳拉的受访者中没人能离开

LINE，从支付账单、追踪新闻再到阅读漫画，多数人会使用

LINE满足相当广范围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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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研究员王心远的调查中，微信是当代中国最流行和最常

用的手机应用。微信是腾讯公司于2011年推出的一款基于智能手

机的多功能社交媒体应用。腾讯旗下还拥有腾讯QQ。7前些年，

在王心远对中国流动人口的研究中，腾讯QQ这款社交媒体应用

在受访人群中占主导地位。目前，在上海的受访者中，腾讯QQ
仍是第四大常用手机应用。

微信提供了文本和音频消息、音频和视频通话、位置共享、

多媒体共享和支付服务（图8.1），同时涵盖叫车、网上购物等 

其他更广泛的功能。微信的增长速度惊人，2014年成为亚太地区

最受欢迎的消息应用。 8至2018年4月微信月活用户总数已突 

破10亿。

微信还有一个称为“公众号”的功能，属于微信提供的“官

方账号”，组织、企业和个体都可以在公众号创建页面进行新闻

传播、电商网站推送及其他服务9。用户可以从超过1000万个账号

上订阅信息，账号内容跨度由媒体渠道延展到个人博客。在微信

上的信息可存储且可搜索，2015年微信用户平均每天阅读5.86篇

图图8.1 微信支付功能。研究员王心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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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这意味着微信也成为了一款“阅读应用”，另外微信通过

小程序进行的扩展则在第三章中讨论。

WhatsApp在2009年由两名前雅虎员工创立，2011年达到每

日发送消息10亿条，102013年收获2.5亿用户。112014年被脸书以

190亿美元价格收购。12在2016 年WhatsApp取消收取年费，13到

2017年底拥有了15亿月活用户。14自2016年以来，WhatsApp宣称

从端到端将完全加密，至少截至目前仍不含任何广告，同时它也

从文本短信发展到电话和视频通话。它还有一个关键功能是应用

内能够显示消息已收到，改变了历来消息传递的规矩。虽然这些

是其技术上的可能性，但实际在配置方式上的大部分发展来自用

户自己的创造力。例如，研究员玛莉亚所出版的关于WhatsApp在
巴西如何应用于健康管理的案例，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5此

外，研究受访者几乎从未提及WhatsApp归脸书所有，这可能是为

了保护对WhatsApp基本正面的看法，避免受到脸书及其公司越来

越多负面消息的影响。

情感与关怀的视觉表达情感与关怀的视觉表达

社交媒体已经改变了人类对话的基础形式。尽管过去视觉交流一直

存在，但我们通常认为的对话往往是口头的，且近来又有对话式短

信进行补充。社交媒体添加了一个视觉组件，正如一款在年轻人中

流行的手机应用的名称所概括，“Snapchat”，字面意思就是通过照

片交谈，这些照片可能只是面部图像以表达用户的感受。相当长时

间以来，日本一直处于全球视觉数字通信的最前沿，具体体现在

1990年代后期表情符号的发展，以及近年来“表情贴纸”

（Stickers，增强版表情符号）的出现。16贴纸可以在LINE主题套装

中进行下载，截至2019年4月，LINE贴纸商城可提供约470万套表情

包，根据公司2015年发布数据，LINE用户每日发送多达24 亿个表情

和表情符号。17表情贴纸传达了广泛的含义，其中48%表达了快乐，

其余则反映了悲伤（10%）、愤怒（6%）和惊讶（5%）等情绪。18

日本城市和农村的受访者都强调了通过LINE展示日常关怀

时，表情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图 8.2），他们提供了自己大量使

用表情的几个原因。首先，受访者解释了表情如何成为一种更轻

松的交流方式，你不必仔细检查它们是否有令人尴尬的错误或错

别字，这些都很可能会导致沟通不畅。尤其对于不太熟悉触摸屏

键盘的中老年用户来说，表情真正的闪光点在于能够通过流露极

端情绪的角色来表达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情，无论是深深的忧

伤，还是以退为进的嘲讽，又或是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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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2 表达“晚安”祝福的LINE贴纸示例。研究员劳拉截图。

其次，许多受访者表示表情包可以让他们与远距离生活的家

人和朋友之间保持日常亲密感。相比单一的文本，恰当的表情使

用使信息变得更“温暖”，更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个性和感受。19

这种“预热氛围”交流成为“远距离照顾”的重要一环。以此，

人们得以与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年迈父母保持定期联系，表情和照

片的日常输送让人们可以发送一些“无关紧要的生活点滴”，使

关怀在变得更加即时的同时也能减轻沟通负担。一位八十多岁的

受访者通过一套自己下载的表情包向女儿报备她的日常活动，这

套表情包的形象是一位她颇为认同的一个具有幽默感的祖母角色

（图 8.3）。除了发短信和偶尔打电话外，她会给女儿发一个表

情告知她自己醒了，并全天与女儿保持连线。她的女儿认为，表

情使她们母女之间能够全天保持顺畅沟通，这也构成了她远距离

进行照顾母亲的一部分。

中年妇女承担着照料家庭的责任，与女性朋友的亲密联系益

处良多，在她们非常需要支持时，这种以表情形式展现的同伴支

持尤其受欢迎，能够快速有效地表达她们的感受。正如居住在京

都六十出头的佐藤小姐所说：“如果我和妈妈度过了特别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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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3 LINE贴图商城（Ushiromae作品）截图。研究员劳拉截

图。

一天，智能手机可以快速地给我一个窗口联系到朋友并得到安

慰，能够在需要时立即联系到某人，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事

情，能收到告诉我“没关系！”的表情也很棒。”

在洛诺，来自西西里岛的受访者喜欢使用WhatsApp语音留言，

大多数内容是家庭交流，通常会以充沛的情感表达问候和进行寒暄。

例如，一位西西里的母亲问候孩子们时，会以“我亲爱的宝贝，你好

吗？”的语音信息作为开头，然后是事无巨细的每日汇报，比如生日

的提醒和孙子在幼儿园发生的事。这也反映了一个人线下交流的风

格，是如何用各种手段（声音与视觉）绘声绘色地描述事情。

在洛诺的流行的表情包中能够看到一种新的视觉维度，一种

可以让人们在同一图像上不断叠加信息的视觉“梗”(meme) 
（图 8.4 和图 8.5），埃琳娜尤其喜欢通过WhatsApp上传播的 

表情包进行社交沟通，也可以说正是通过在 WhatsApp上传播的

表情包让她变得特别享受社交和沟通。她说：“我每天最多发7
到8个这种流行的表情，主要是发给朋友，但有时也发给特定的

家庭成员，是住在国外的一个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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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图 8.4 洛诺流行的问候表情包，文字写道：“你好/早上好，来

个大大的拥抱”。研究员希琳截图。

图 图 8.5 在洛诺发送的表情包，文字写道：“承认吧，你在等我

的早安！！！”。研究员希琳截图。



智能手机的心脏：LINE，微信和WHATSAPP 169

这些表情包，或者说“图像梗”（meme）,传达的内容混合

了幽默、反语和讽刺、爱和友谊，有时还有关人生的终极关怀。

埃琳娜发这些的目的也不是非要有回复，仅仅是借由此表达自己

她就很开心了（图 8.4）。

无论是在书桌前、在地铁上、还是夜晚在家和猫蜷缩沙发

里，埃琳娜都习惯了这种轻松而有意义的交流方式。

视觉和语音的蓬勃发展与文本或口头交流并不冲突，后者也

可持续发展。WhatsApp的广泛流行让所有电话都能“免费”呼

叫，也意味着视觉和语音有了进一步扩展的可能。人们会自然而

然地用WhatsApp通话或使用网络摄像头功能，尤其是与异地的朋

友和亲戚联系时，这在许多调查点都显示出意义非凡的变化，极

大地促进了远程关怀。我们不常在本书中提及“全球”这个笼统

的概念，但在下述这个来自中国的例子中蕴含着一种超越地域，

全球的普适性。

2019年9月13日，英国时间上午11点，在中国已是傍晚，上

海的金薇女士给远在伦敦的心远发了一个微信动态表情，画面上

一轮明亮的满月被三只蹦蹦跳跳的兔子环绕，愉悦地说着“中秋

快乐！”（图8.6）。这只是中国的中秋节当天，微信上在朋友 

和家人之间传播的数百个与满月或月饼相关的表情、动态表情、

短视频或影音画之一（图 8.7）。

中秋节可以说是继中国农历新年之后第二个注重团圆的传统

节日。当日传统习俗中，家庭成员会聚集在一起为敬拜月亮（例

图8.6 2019年研究员王心远收到的微信表情“中秋节快乐！”



全球智能手机170

图 图 8.7 王心远与朋友和研究参与者们的聊天信息。王心远截图。

如吃月饼），并表达对远方家人和朋友的思念和感情，然而，何

为“远方”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正如受访者李果先生所

说：“就算是住在同一个城市，朋友也往往只通过微信联系，所

以不管住得远或近，只要对方也用微信，那就没多大影响了，毕

竟咱们可以微信见。“

这个问题会在最后一章研究超越物理距离的关怀时进行探

讨。在2019年，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地，都依然可以回味900年前

中国的伟大诗人苏轼写下的动人诗句。正是通过微信，全球的中

国人分享着彼此的思念之情，汇聚在同一种渴望团圆的情绪

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

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在达拉哈瓦，表情包也是 WhatsApp流量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宗教社群中，关怀常常通过祈祷文来表达，最受欢迎的图像是

早安祝福和古兰经中经文的结合。大概凌晨4点左右，宣礼师开

始召集人们进行晨礼，接着WhatsApp群组会不断涌入消息，包括

鲜花、茶或咖啡的图片以及各种形容早晨光辉美丽的积极文字，

里面常常伴随着“早上好”的祝福（图8.8a至8.8e)。这些通常是

互相分享的通用图片，而不是社群自己创作的图片。

在一天中的特定时间问候别人，然后对方也做出类似回应，

这两种行为已成为常态。因此，在研究员莱拉和玛雅所关注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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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8a至至8.8e 通过达拉哈瓦老年人俱乐部WhatsApp群组传播的

清晨问候表情包。

个 WhatsApp 群组中，此类内容能引发大量的回复，其中有的是

相似的图片，但也有的是文字信息，尽管有些中老年人已经会感

到在智能手机上打字颇为费力。面对这个问题，语音消息被寄予

了厚望。但实际上，语音也会引出其他问题，因为还有存在听力

障碍的人。WhatsApp的优势之一是可以使用的媒体范围很广而且

渠道免费，正如 77 岁的拉马所说：

“智能手机真的很有帮助，它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我可以

与在安曼的兄弟交流，也可以与在拉马拉的我姐姐和她女 

儿交流。”

通过 WhatsApp发送宗教表情包适合于表达社群信仰的强烈

和虔诚。他们会坚持每天礼拜五次，全天努力以信奉真主和遵守

诫命的方式行事，并且相信每个人的行为会被记载在自己的 

“书”中，以便真主能够决定这个人死后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

42岁的研究参与者伊曼表示：“随着人慢慢变老，面对真主

的倒计时就开始了，所以会在意去做信奉神灵的事，比如敬拜、

善待他人。也许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何时会结束，所以他

们必须为任何事情做好准备。当我们听到猝死时，会想也许如果

一个人敬畏真主，他就会保护自己并避免许多事情，例如那些生

活中会给他、他的孩子或他的家人带来惩罚的事情。这类事情非

常多但它们都取决于人们的想法，比如他们是否有宗教信仰，是

否受过教育，如何看待生活、来世，以及对惩罚、恐吓、天堂等

了解多少，所有这些都与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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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观点一致的看法是，通过WhatsApp分享的许多表情

包旨在鼓励其他人进行宗教实践。这些行为都经过了细致的特别

设计，不仅结合着一天中的特定时间，而且有精心绘制的宗教图

片，例如第一个插图底部画的手象征着祷告。在这个社群中，人

们将这种对宗教的劝诫视为表达彼此关心的最佳方式，以期在今

生和来世都能相互照顾。

与其他调查点一样，在雅温得围绕 WhatsApp等平台发展出

整个表情包和贴纸文化，但这些贴纸偏“非洲化”以更好地反映

出当地的情感表达。它们在年轻人中非常普遍，目前也正征服中

老年人的网络世界，69岁的玛丽曾任教师，因为在她的WhatsApp
家庭群中孩子们大量使用表情贴纸，促使她也采用了表情。玛丽

解释说：“一开始，当讨论以某种方式变得激烈时，为了保持良

好的氛围，孩子们通常会开始扔各种有趣的小图片来缓解气氛。

小孩的搞笑照片最有趣，也经常让整群人都发笑，所以就算出现

紧张冲突，你也不得不放松下来。”

这些贴纸似乎为用户自创，但很难追踪到源头，其中有的角

色出现在尼日利亚电影中（图 8.9a），还有一些衍生于个人的表

情包也传播开来（图8.9b至8.9f）。

另外一些表情更具有地方性特征因为它们源自政治和公众生

活，并因此成为在私人网络中日常传播和讽刺的一部分。当中有

的可能源自于跨国政治和流行文化，如贝拉克·奥巴马，有的源

自于国际体育人物，如法国足球运动员保罗·博格巴（图 8.10a 
至8.10b）。

幽默是通过视图表达情感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20在大多数

调查点，幽默为人际交流提供了附加的情感维度。例如，波琳在

都柏林发现，源源不断传播的笑话中经常包含一种积极向上的元

素。有时候，重要的甚至不是内容，而是事实上存在这种持 

续的幽默交流以及交流的绝对频率。坦贾·阿林（Tanja Ahlin）
在考虑跨国关怀时也提出了这一点，只需要发送一条消息就 

能人们不再感到那么孤独或孤立，这是他们加入WhatsApp群 

组的首要考虑。21尽管，人们也时常抱怨手机上没完没了的信息

打扰了生活，但很显然如果他们被排除在群组之外，他们的感 

受会更糟。

通常在家庭情境中这种感受最为强烈，来自都柏林的西尼德

在母亲节时随身携带她的智能手机，因为也许她的女儿会联系

她。她的手机保持开机，一整天的电都满格，就放在外套口袋

里，却没有收到消息。“我知道她不会打电话，”西尼德后来说 

“很多年前，当我将她经常喝酒的父亲赶出家门以后，女儿就不

想跟我说话了。”但她的手机仍然给了她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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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9a到到8.9f 喀麦隆WhatsApp群组中使用的用户自创表情。 

研究员帕特里克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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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展示了视觉图像和此类手机应用在试图传达关怀和

情感时发挥的效果，有时甚至超过了语言文字的能力。然而，这

些媒体不应被视为彼此对立，正如冈瑟·克雷斯 (Gunther Kress) 
所说，通过语音、书籍中的文本和屏幕上的图像进行对话的世界

是一个多模态世界。22表情包这类重要的形式，能够涵盖组合多

种媒体。对人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他们如何表达关怀和感情，

而是他们所关心的人以某种方式得到被支持的感觉。然而，关怀

也存在着矛盾和困难，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继续讨论这一问题。

家庭的转变家庭的转变

从之前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这几款应用具备深度交流的能力，

如关怀和情感表达、转换情绪、影响社会关系的潜在氛围，以及

作为关系维持的主要依据。而在交流广度上，从私密社交到公共

社交，即此前所描述的 “可调控社交”，也突出体现在这几款

应用中。它们的群组范围很广，既有相当大的协会群（例如参加

某项运动的人员），也有三两挚友之间的私密小群；既有长期群

（例如兄弟姐妹的群），也有特定目的临时群（例如参与安排生

日聚会的一群人）。本节的展开将遵循可调控社交原则，以家庭

作为初始研究对象，然后再向外扩展考虑社区和更大的群体。

在都柏林的参与调研的18个人中，大多数都拥有不少

WhatsApp群组，如下图所示（图8.11）。首先，几乎每个人都至

少有一个家庭群，有些人可能有四五个，举几个比较典型的例

图图8.10a 和 和 8.10b 在喀麦隆WhatsApp群组中使用的用户自创表

情贴纸，贝拉克·奥巴马和保罗·博格巴的肖像描绘。研究员帕

特里克截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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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有的群是想多看看孙辈，有的群用来照顾年迈的父母，还有

的只是将大家庭中每个人加到了群里，里面有的人可能身在更远

的地方，例如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堂兄弟们。另一个最常见的群组

类别是朋友，例如一些定期在镇上见面或彼此庆祝各自生日的女

性朋友。同样常见的还有运动群组，尤其是高尔夫、游泳和铁人

三项，此外也有散步小组。其他的群组则包括好兄弟组建的群、

结谊城市群、课程群等。

这些群组反映了研究对象的人口结构，他们多数是已经有孙

辈而且参加各种休闲活动的退休人员。他们通常将WhatsApp群组

视为促进人际交往能力和避免重述消息的便利工具。但有时也会

存在负面看法，研究参与者经常抱怨每天收到的WhatsApp消息过

多。当然，他们通常觉得活跃的群代表了这个团体很有活力和凝

图图8.11 都柏林每位参与者手机上WhatsApp群组的数量细分。 

取自研究员丹尼尔在都柏林地区的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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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力。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到每当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发消息说

孩子在足球比赛中进球时，每个人都觉得有必要做出赞赏的评

论。但大量的通知或累积的消息不免会另一部人感到厌烦。类似

地，在镇委会也有人抱怨称某些成员绑架小组话题，偏离了群组

主要目的，利用群组展示自己最近的假期。

家庭关系领域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在多数调查点，家庭仍

然代表着社会的基本单位。在本托等调查点，WhatsApp促成了诸

如叔婶兄侄、远房表亲等大家庭成员的回归，扭转了此前家庭缩

小为核心家庭的情况。过去，大家庭成员的相聚往往是在复活

节、圣诞节和生日等讲究礼节的特殊日期，交流的整体基调相对

正式，而使用 WhatsApp则让联系变得稳定频繁，因此可以表现

得更为日常。WhatsApp将早安问候、笑话、用餐照片和生活报告

等从重要节日搬到平常随意的接触中，改变了大家庭的本质。

以贝特的WhatsApp家庭群的建立为例，当时建群的目的是

为组织圣诞晚餐，方便分配每道菜的责任。但当圣诞节过后，群

内仍然活跃，大家也保留了“圣诞晚餐”的群名。随着在大城市

乘车出行逐渐成为噩梦，生活在大城市的不同区域也可能导致亲

人见面减少和联系渐疏。家庭群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办法。群

成员可以随时保持联系并分享日常发生的事情，而不用困在同时

期的圣保罗忍受无止境的交通堵塞。在第三章中，上海的黄先生

和夫人在讨论“屏幕生态”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那里提到他们

通过使用多种数码设备与住在国外的家人互动，从而大大缩小了

同住和未同住家人之间的差别。

一个几代人的大家庭是一个多元群体，存在自身的问题是无

法避免的。人们也会抱怨在家庭群中传播信息的数量和类型。中

老年人习惯于扮演转发有关家庭消息的枢纽角色，他们发现这项

数码技术仿佛就是为这个角色量身打造：操作简单、以视觉消息

为主、可以随意转发，即使是新手也很容易掌握。家庭中的年轻

成员则可能会对这种家庭闲聊感到有些尴尬，本托的罗杰抱怨说

长辈分享的是他10年前就在电子邮件中看过的笑话，但他不想奚

落姑姥姥的笑话。他也意识到，到了特定的年纪，人们会有大把

大把的空闲时间去承担家庭枢纽的角色。

但是，在这些WhatsApp家庭群中有些话题属于禁忌，一般

来说不会讨论政治、足球和宗教。子女信奉其他基督教教派而非

追随父母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宗教话题会是个痛点。在巴西，

聊政治也有毒，比如2016年前总统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遭弹劾下台、2017年曾广受欢迎的前前任总统卢拉

（Lula）被判监禁、2019年极具争议的雅伊尔·梅西亚斯（Jair 
Bolsonaro）竞选就任总统等等，一切都可以轻易地撕裂脆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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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社会关系。不少受访者都有过家庭成员因政治言论不得不退出

WhatsApp群或引发严重家庭冲突的经验。

从家庭到社区从家庭到社区

WhatsApp能使中老年人所扮演的家庭社交枢纽的角色扩展到更广

泛的社交层面。在职业生涯中具备一定建树的人通常都拥有过滤

信息，和筛选合适的信息接受对象的技能。在都柏林的调查点，

几乎每个人好像都有几个从事医疗服务的亲戚，可以在必要时联

系咨询。个人也可能成为公共生活的信息搬运工，通过群组让周

围的人了解身边的大事和公共生活的重要信息。在本托有一个和

教育资源有关的例子。在那里的学校，每个班级最初都会创建一

个WhatsApp小组来支持教学，但在实践中，学生们很快就会利用

这个空间来分享其他信息，例如新课程的详细情况，由此会增加

更多的WhatsApp群组。社交扩展的另一种可能性发生在退休时。

人们此刻有时间重新联系在中学或大学认识的人，因此WhatsApp
现在也被视为一台时光机，让人们能够与遥远的过去重新建立联

系。最后，WhatsApp还用于保留与前同事的联系，这对于退休人

员来说通常非常重要。23

在洛诺，这种由家庭向外扩展的联系很容易传播到更广泛

的社区。希琳的研究参与者上将WhatsApp视为自己最常用的应

用，这也反映了跨越了各种社会文化背景人们所具有的强烈的

社交意愿。在洛诺，家庭群和社区群的使用不可能分开，当社

区在脸书上宣布举办活动，WhatsApp群组一马当先就准备开始

组织，涉及的不仅是家庭群，还有其他相关的兴趣群、孩子学

校群、工作群、娱乐群和志愿群等等。截至目前，几乎任何规

模的活动都会组建一个WhatsApp群，范围从相对公开的活动群

组如健身课、意大利语课、针织小组和文化小组（如“西西里

人”或“米兰的埃及人”），延伸到社区限额群和半私人住宅

公寓群。

例如，洛诺调查点的吉尔安娜感到退休生活非常难熬，与她

作为一名公立中学教师时的积极生活截然不同，退居家庭的日常

生活乍一看有点像待在监狱，不过是相对舒适些。对比过去眼界

广阔、吵吵闹闹，身边围绕着多代人的工作环境，她觉得自己现

在身处充满孤独和寂寞的空间。而当一位同事建议她加入女子合

唱团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吉尔安娜起初犹豫不决，后来却很快

发现这个群体充满活力且亲切友好，虽然她们每周只见一次面，

但她能够享受WhatsApp群组中超过40名成员不停的消息震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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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她们会分享照片、视频和歌词，分享充满爱心、鲜花、流

星、笑脸、哭泣和拥抱的表情符号。

此外，群管理员还让这里成为一个相当活跃的政治空间，用

于表达自由主义观点，歌唱/游行反对种族主义和意大利难民潮

困境。正如一位合唱团成员所说，“广场就是我们的天然舞

台！”。这个女性团体和相关活动赋予了吉尔安娜新的生命，她

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唱歌和政治。现在看来，退休像是成为了一件

她可以参与和塑造的事情，为她自己和她的社交需求开辟空间，

拓宽她的社会和政治视野，在吉尔安娜即将七十岁的年

纪，WhatsApp群帮助她解决了焦虑和忧郁感。

如果说吉尔安娜代表了退休的刚开始阶段，那么70多岁的彼

得罗则代表了更年长一些的人群如何使用 WhatsApp。彼得罗的

行走存在严重困难，所以很少离开公寓，他经常把智能手机系在

脖子上，这样就可以随时不离开它。WhatsApp已成为彼得罗联系

外部广阔世界的主要窗口之一，他会定期查看来自家人、朋友和

家庭医生的消息，聊上几句，然后一边再抽一支烟，一边读《意

大利晚邮报》或继续看小说直到午餐时间。接着，彼得罗也已退

休且目前在当地社区做志愿者的妻子玛丽亚将为两人准备午餐。

下午他会打个盹，继续看看书，在书房的家用电脑上上网，晚上

用完晚餐再看看电视。

彼得罗被拉进了一个新的 WhatsApp 群，是夫妇俩已经住了

30年的这栋公寓楼住户群，但夫妇两人对加入其中的反应各不相

同。玛丽亚乐于拓宽社交范围，享受邻居间在实际问题方面进行

有效交流。例如，对公共空间和共用走廊问题的讨论，或者其他

需要共享和讨论的议题。而彼得罗最初对这种陌生的社交模式更

多的是感到不舒服，尤其是住户群的功能很快从预想的信息互

换，转变成更宽泛地发布各种表情符号、表情包甚至诗歌。但与

此同时，他在手机上收到的消息包括新闻通知，又给他带来一整

天的快乐，让他感觉与存在于真实世界的某种喧闹相联结，尽管

因身体状况他被迫逐渐远离了那个世界。

但并非每个地区都以使用这些应用为主，帕特里克在雅温得

的调查显示，参与者中78.2%使用简单的语音电话联系亲人，只

有18.6%使用 WhatsApp进行通话。总体来看这反映出代际鸿沟：

在该调查点，16-35岁年龄段人群的电话多多少少已被 W  hatsApp
取代，但WhatsApp还没有真正普及到中老年人。24目前，中年人

群体处在过渡阶段，他们越来越多地提问“你有在用 WhatsApp 
吗？”，而不是之前关于不同手机通信运营商的问题，“你想要

我的MTN号码还是我的Orange号码？”。此外，WhatsApp在雅

温得还存在一定阶级特征。随着年轻人或负担不起电话费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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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12 短片：智能手机的使用。观看链接：https://v.youku.
com/v_show/id_XNTg2MzQ1MzUyOA==.html 

视频内容描述：在诺洛这样的城市环境中，人们会参与各式各样的社区活

动。从政治活动到女声合唱团，应有尽有。在这段影像中，一群女性正一起

弹奏尤克里里。所有事似乎都是通过WhatsApp组织的。不管是要在老人院

内举办一场演奏会，还是决定谁为每周的排练活动带牛奶来。在非洲各地， 

“信贷基金CreditSchemes）”的周转是最重要的社区活动之一。每个月，大

家都会把钱放进一个“罐子”，到月底时，有一名成员可以获得“罐子”里

所有的钱。在喀麦隆雅温得，这被称为“唐提共同基金”这些基金小组的成

员和体育爱好小组、教会组织也有一定重叠。大家都日渐趋向于用WhatsApp
来组织活动。

迅速占据WhatsApp，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用户开始将使用

WhatsApp视为没有能力支付“正常”语音通话费用。WhatsApp
的使用似乎暗示了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至少目前而言，不仅仅

是老年人，相对富裕的人也可能会较少使用 WhatsApp。然而这

应该只是一个短期的发展阶段，毕竟事实证明 WhatsApp确实用

途多多，很难做到完全不使用它。比如WhatsApp对于活跃在雅温

得的社群成员的内部交流越来越重要，各个社群起源于喀麦隆的

不同特定区域。但目前WhatsApp在雅温得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与

全球其他调查点比起来来，WhatsApp的地位也相对较低。

尽管如此，WhatsApp在社群中的使用仍有所增长。在雅温

得，社群团体之间经常相互联系。例如，名为“巴福特退伍军

人”的运动和休闲社群，最初由来自喀麦隆西部巴福特地区的人

创建，此类社群主要通过设立共同基金如扶轮社和信贷协会的形

式，逐步成为相互支持、相互团结的组织。在非洲多数地区，这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Q1MzUy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Q1MzUy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Q1MzUyO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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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组织成为最常见的项目融资方式之一。25因为当地能够获得信

贷的机会有限，所以他们将民族交往和休闲活动（如体育）与经

济支持结合起来，成为文化认同的基础。

虽然刚开始会有些问题，但上文提及的退伍军人社群主席明

确肯定了WhatsApp在雅温得日益增长的重要性，该社群共有83名
成员，而且已经设立33年了。退休工程师辛先生提到WhatsApp通
过促进大家在群组中分享新闻和其他项目的意愿，从而增强成员

的归属感。过去，他们有在体育活动后去喝一杯的传统，而目前

其中72名成员也会共享一个WhatsApp群组，每天都在里面传播信

息和有趣的视频。图 8.12的短片展示了社群中的 WhatsApp和智

能手机使用。

WhatsApp与宗教WhatsApp与宗教

手机应用拓展的轨迹可以从家庭到社群再到更广泛的群体。在应

用蓬勃发展下，通常能达到顶峰的最大领域是宗教领域。 

WhatsApp在雅温得持续增长的组织功能之一是为祷告组服务。迪

迪是一名退休教师，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四年前她与在喀麦隆

军队担任上校的前夫分居，如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其中

大部分都投入在教会。尽管迪迪有智能手机，但她在2018年前一

直拒绝使用WhatsApp，担心社交媒体会导致“基准丧失”以及 

“抑制道德和基督教价值观”。在过去五年，她一直是信奉圣母

玛利亚的宗教网络“伊科安·玛丽亚（ekoan Maria）”的成员，

并逐渐负责雅温得教区内整个区域。因此，WhatsApp作为该宗教

团体协调活动的主要方式，她不得不开始参与其中。她几乎每天

都为雅温得天主教教区内的宗教网络发布议程，还会使用 

WhatsApp发送各种消息，包括周日弥撒的讯息，有时可能是阅读

和讲道（一种讨论经文特定部分的诫示或演讲），有时也可能是

完整的弥撒仪式。此外，迪迪不仅会分享一些图片（图 8.13a 和 

8.13b，多数代表圣母玛利亚形象），还会分享更多教区的基本 

信息，例如宗教性质的新闻稿。

在圣地亚哥的多元化移民社群中，秘鲁人的数量仅次于委内

瑞拉人。26许多秘鲁人忠于自己的宗教，而圣地亚哥的拉丁美洲

教会以欢迎和支持移民闻名，因此成为了他们共同的聚集地。在

所有秘鲁基督教兄弟会中，Hermandad del Señor de los 
Milagros（奇迹之主兄弟会）在地区起源方面最具多样性，其中

还包含非秘鲁人，该兄弟会由3个男士营和3个女士营组成，它们

都有各自的WhatsApp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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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13a和和8.13b 迪迪在雅温得通过WhatsApp群组分享的照片示

例。图片文字：“祝所有母亲节日快乐！（图 8.13a）” “在主 

的保护下，欢迎我们的孩子、老师、学校教务人员和所有父母回

归！祝愿你拥有力量、聪明和智慧，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学年取

得成功”（图 8.13b）。左边的表情包是母亲节特别发送的信息。

研究员阿方索加入的营会每天都会发送WhatsApp群组消

息，最常见的用法是发送每日阅读经文，同时WhatsApp群组也用

于组织筹款活动、安排游行和举行会议。为某个成员或其亲属祈

祷的祷告链也常常通过WhatsApp群组进行传递，每个接收到的人

都回应以祝福和充满希望的信息。恩里克是营会的会长，田野调

查开展时他已经在智利生活了将近10年，月复一月他的工作时间

也在变化，有时他不得不凌晨4点就醒来，于是在办公桌上阅读

圣经，然后准备一条信息发送给营会的弟兄们。恩里克会用谷歌

搜索“每日新约读经”，复制粘贴搜索结果（图8.14a和8.14b），

还会搜索基督或圣母玛利亚的图像作为附加，然后截屏粘 

贴到WhatsApp消息中，一旦收到信息，大多数弟兄都会回应 

“阿们”。

翻看圣地亚哥秘鲁移民的WhatsApp群组实际上是在回溯他

们的生活故事和了解他们在侨民中的地位。首先，多数人都有来

自秘鲁的高中和大学朋友的WhatsApp群组，在他们回到利马时可

能会不时联系见面。其次，他们也有众多的家庭群组，比如里外

表亲的本地核心家庭群、至亲兄弟姐妹群（通过群协调照顾年迈

的父母）以及各种各样的大家庭群。第三，他们还有“职业群组”

，里面包括所有的职场同事，这个群组扩展到涵盖秘鲁人以外的

成员。最后，还有基督教兄弟会或秘鲁城市俱乐部等社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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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14a和和8.14b 恩里克将通过WhatsApp发送的消息类型示例。 

左图（图8.14a）是一条“下午好”的信息，接着是一段圣经经 

文并附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图像。 右图（图8.14b）发送于秘鲁

国庆日（7月28日），文字写道：“我未曾祈求生于秘鲁，惟赖

上帝保佑。

组。WhatsApp与Skype和Facebook Messenger一起，让离居在外

的侨民整体生活体验更加顺畅，他们现在不仅可以与在秘鲁当地

的其他人，还可以与移居日本或美国的秘鲁人保持联系。人们经

常会回想起1990年代初期，当时只能依靠昂贵且低频的通讯方

式，必须去往阿马斯广场（Plaza de Armas，圣地亚哥主广场）

旁边蜗牛画廊（Snail Gallery）里的电话亭。对于与心之所爱分

开生活的人们而言，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本节的展开呼应了更具理论意义的可调控社交论述。正如圣

地亚哥的最后一个例子，WhatsApp不仅对个人家庭、社区和宗教

团体很重要，而且对于促进这些团体相互融合也很重要。然而这

种广泛的使用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名为“语境崩溃

（context collapse）”，27我们可以在宗教领域之外举一个来自中

国的例子。在中国，同样涉及大规模使用范围的应用微信，带来

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信息泄漏。例如，在上海调查点，卢筠女士

发现自己在微信上被女儿晴“屏蔽”时，心情非常糟糕。但事实

上，晴并没有真正屏蔽她，而是应用了最严格的微信隐私设

置，“朋友圈三天可见”，即所有的微信联系人都只能查看她最

近三天发布在朋友圈的内容。与“屏蔽”部分联系人不同，这种

设置不差别对待联系人。即使用户只想屏蔽少数联系人，也无法

将“三天可见”只应用于这些少数人。而晴之所以这么做，是因

为她最近参加了一个大型行业会议，刚刚在微信联系人中添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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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与会者，她解释道：“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有太多关于私人生

活的东西，包括我几年前度蜜月的照片和我儿子的照片，我真的

不想让刚刚认识的职场同行有机会了解我这么多。但是，如果我

真的屏蔽他们，又显得很没礼貌。”

晴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保护隐私的同时与工作场所的新朋友

保持友好，而微信提供的“仅限三天”的隐私设置恰好拯救了

她。28正是因为该设置应用于所有联系人，大多数人不会放在心

上（或至少不会过于在意）。当然晴的母亲确实因为误会而格外

在意这一点。这个问题会出现，反应了在此类应用上，将家人和

更广社交圈完全区分开来，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有用的手机应用有用的手机应用

截止目前我们的探讨尚未凸显这三款应用，尤其是LINE和微信，

最具意义价值的方面。那就是通过尽可能多地整合不同功能以进

行扩展，这种方式正在取代智能手机基于应用的布局。前两节强

调了这三款应用在通讯交流中的角色，本节将论证此类核心应用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发展：即它们如何成为智能手机潜在效用的中

枢。这三款应用日益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的途径，为说明这一

点，我们来看两个来自健康领域的案例，因为本项目在研究智能

手机适用更多应用目的的潜在用途时，重点关注的正是该领域。

2019年1月，LINE与日本最大的医疗平台M3合作，推出了面

向日本的远程医疗咨询服务。29LINE作为健康干预媒介的可能

性，成为研究员劳拉与大阪大学社会营养学研究员木村博士

（Dr.Kimura）合作进行的应用研究课题。与语音通话相

比，LINE 的潜在优势包括增强消息的隐私性，尤其针对与家人

邻近同住的情况，也包括减少联系精神病诊所带来的耻辱感。在

东京附近的神奈川县，当地报纸近期刊登的广告印证了这一点，

说明LINE还可以用于其他备受污名的话题（图8.15），广告宣布

市议会将启动提供针对育儿、单亲、家庭暴力和社交退缩（如隐

蔽青年，hikikomori）等话题的LINE咨询窗口。

这则广告的定位对象为找不到工作或社交困难的39岁以下年轻

人，但因家人倾向于隐瞒这个问题，实际上很难准确计算出蛰居在

家的社交退缩人数。根据日本政府2019年3月进行的调查估测，日

本蛰居族超过100万人，其中613,000人年龄在40至64岁之间。30

阿方索的研究发现，应用项目则体现了WhatsApp也具备在

公共健康方面的类似的功能。他的研究也在圣地亚哥一家公立医

院肿瘤中心进行。作为圣地亚哥唯一一家实施了“导航护士”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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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15 报纸刊登广告宣布针对日本家庭暴力和社交退缩等话题

进开放LINE咨询。研究员劳拉拍摄。

疗保健模式的公立医院，导航护士在肿瘤患者之间担任调解人，

为他们提供在公立医院内常见医疗系统和官方系统的导航帮助。

癌症治疗使患者需要面对两个复杂的体系：首先是医学上的

复杂性，不同的癌症治疗手段会对身体的不同系统产生多种影

响，因此应对治疗本身就意味着处理一大堆信息；其次，基于一

系列就诊程序（如影像检查、化疗、血液检查等）的治疗，需要

开具处方和进行预约，而且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按特定顺序执行，

在这方面处理不当会降低治疗成功的可能性。导航护士具备处理

治疗本身和行政流程复杂性的专业知识，并且能够将两方面的讯

息都传达给患者。因此，护士不仅需要完成预约检查、验血等类

似涉及大量文书的工作，还需要与患者保持联系以免患者有疑问

或问题。在这个层面上，这些敬业的护士构成了医疗保健中任何

智能手机应用都无法替代的人为因素，但同时他们也是迄今为止

使用WhatsApp最广泛和最具创造性的群体。

根据护士们的说法，WhatsApp非常适合发展出各种针对个

体患者特性和需求的交流方式。比如有的患者倾向打电话，有的

更愿意查看短信中的文字信息，有的看到处方图片或医学检查的

要求才会放心，还有的患者则需要接收语音信息，可以重复听上

几遍以了解表达的意思，他们当中大多数收入较低且受教育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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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限。WhatsApp已成为导航护士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让导

航护士能够随时随地为患者解答疑问、提供安抚宽慰并保持必要

的社交关系以支持远程治疗和护理，这种关系可能会持续数年。

如前几章所述，我们在手机应用在健康方面的研究，从最初关

注定制健康应用程序转为关注通用应用在健康医疗领域的潜力。我

们再举第三个例子来说明之一转变。在这部短片（图 8.16）中， 

研究员玛莉亚讨论了她对 WhatsApp 在改善圣保罗健康沟通和护理

的潜力方面的了解。

商业与公司商业与公司

商业是另一个对核心手机应用产生越来越重要影响的领域。中国

的微信在该领域显然已走在前列。在“为什么我们发帖”系列

中，我们观察到微信已经开始在支付和电子商务中发挥重要作

用。31如今，中国最常用的移动支付应用程是微信支付和支付

宝，上海45岁至70岁的受访者中，大多数人（占比72%）将移动

支付作为日常支付的首选，32超过90%的人曾通过智能手机付款。

只要有智能手机，人们外出时不再携带任何现金或银行卡的现象

非常普遍。心远所在小区的便利店工作人员反映，该店的日常收

入中现金收入不足10%。
微信货币化的起点是2014年1月28日。当时微信推出了“微

信红包”，一个允许用户向在线微信联系人发送“数字红包”的

计划。微信红包将中国悠久的以现金红包作为节日或仪式礼物的

传统延伸到在线活动中。并使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有趣。如

今通过微信支付，服务号可以为用户提供直接的应用内支付服

务，顾客可以在应用程序内的网页上支付商品或服务，也可以通

过扫描微信二维码在店内支付（图8.17）。

2015年，微信推出“城市服务”项目进一步扩大了服务范

围，允许用户支付水电费、预约看病、给朋友汇款、获取地理定

位优惠券等。微信在中国电子商务更广泛的发展中也变得重要，

除商业机构外，所有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在微信上销售产品或服

务，前文所讨论的许多小程序都用于电子商务，成为中国电子商

务巨头阿里巴巴的竞争对手。33

商业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企业。虽然我们没有研究企业

本身，但在考虑这些应用的发展时，不得不承认背后创造出它们

的力量，这种力量还推进应用被用户所采用和适应。 本章中描

述的大多数用途，尤其是本节讨论的高度货币化用途，很可能是

从企业发展而来，因为不仅是人类学家，企业也会研究用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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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内容描述：有时人们会走出与道路设计者意图截然不同的小路。这些无

法预测的小路就是“期望路径”（Desire Paths）。代表人们的需求或偏好。我

在巴西圣保罗做研究时，我以为人们会使用专门的移动健康App。而实际上，

我发现类似WhatsApp这样的App，在医疗保健方面竟然更为常用。例如，我

观察到WhatsApp群组被用于，向亲人、朋友提供照护。他们在WhatsApp群组

中讨论日常需求，管理药物的购买，以及安排每个人的职责。WhatsApp让孩

子们得以监控年长父母的健康状况，让父母可以继续住在自己家。在安全的前

提下享有自主性。WhatsApp的设计初衷并非医疗保健，但人们选择这样使用

它。因此，从中总结经验，可以为医疗干预和服务节省资源与时间。我在书中

对这些发现进行了总结，书名为《从WhatsApp中学习医疗“最佳实践”》。

图图8.16 短片：我们从WhatsApp的健康应用中学到什么。观看链

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Q3MDYzNg==.html 

采用和调整它们的产品。企业自然关注如何让旗下的应用跟得上

它们实际使用方式的任何发展。

比如，腾讯（创建并拥有微信的中国企业）目前尝试开发的

功能，反映公司对中国社会关系运作方式的理解。这点在2018年
6月，微信支付推出名为“亲情卡”的新功能时得以体现，该功

能允许人们将微信支付功能与最多四个亲戚（包括父母和两个孩

子）绑定。34“亲情卡”出现，还将原本不在移动支付使用者行

列的老年人与儿童纳入了移动支付的服务范围。这些人群可能还

没有银行账户，或是对使用移动支付缺乏信任。而亲情卡受赠人

无需向微信提供银行卡信息，因为发卡人会通过微信确认付款。

这种操作符合了中国亲属关系的一些原则，为父母买单被视为一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Q3MDYzNg==.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MzQ3MDYz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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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孝顺的表现，而且它还建立在此前的微信红包功能的基础上 

（图 8.18）。

受访者钟女士谈及被亲属卡所吸引的理由，部分是出于经济

上的安全考虑，因为支付人可以随时检查每一笔费用。此前，她

也常常担心母亲会遭受网络欺诈。在有亲情卡之前，钟女士每个

月都会向母亲的微信支付账户转账2,500人民币，现在她则会直

接根据这个预算设置好亲情卡链接，亲情卡额度上限在4,500人
民币左右，足够母亲日常开支，同时能避免发生重大欺诈。同样

面对亲情卡这一新功能，背着房贷的郭先生则有些苦衷。一开

始，郭先生的母亲主动向他要求开通亲情卡，他当下不禁担心手

头会更紧张。可是他发现母亲第一个月只是象征性地通过亲情卡

花了大约20块钱，这才松了口气。他解释说：“然后我发现了，

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只是想显得我也很孝顺，我妈不想在 

她闺蜜面前“丢脸”，因为她们当中有些人的小孩为她们开了 

亲情卡。”

最近有一本书将用户与微信之间的关系描述为“超级粘性”，35

指的是用户一旦进入这个大型平台就很难离开。具备超级粘性的

微信响应了中国用户的需求和中国既定的生活方式，甚至在此过

程中，它还在其移动界面上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36

事实上，“超级粘性”的微信能够有效将人们“粘”到应用

程序，至少部分是因为应用开发人员采取的设计和策略与人类学

图图8.17 图片展示了街头小吃摊提供的各种支付二维码，绿色的

是微信支付。研究员王心远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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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8.18 微信上的数字红包复制了人们传统上装现金的实体红

包。研究员王心远截图。

研究类似：两者都试图了解智能手机的使用如何更充分契合中国

人所习惯的社会关系模式。因此，不仅仅是用户在使用中不断创

新了由商业设计出的设备使用模式，反过来，企业也可以从人们

实际的使用中学习，并将这些具有创见的使用商业化。

结论结论

我们从对这几款应用的研究中学到了什么呢？正如本章在开头将

它们描述为当代智能手机的“心脏”，此处有三个主要结论：第

一，它们或许很好地反映出了智能手机本身发展的行进方向；第

二，它们当前的核心地位是通过广泛的使用积累获得的；第三，

它们证明了使用的深度与广度同等重要。

首先，有关发展行进的轨迹。LINE、微信和WhatsApp都可

以称为超级应用程序或平台，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应用程

序模拟的实际上是手机本身，即满足各种目的的单一设备。尤其

是微信，它借由小程序已经展示了微信本身如何取代所有应用的

潜力。正如在部分章节所提到，有很多人也主要将智能手机视为

WhatsApp或LINE设备。发展行进的方向看起来类似于微软

Windows或其Office套件所建立的霸权地位。期间也会产生竞争对

手，比如苹果之于微软。但如果这一类比成立，那么这几款应用

预示着某个特定界面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这又与当今应用程序

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的激增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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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样的发展恰恰符合这几款应用背后的大企业的意

愿。例如腾讯和刚刚更名为Meta的Facebook。尽管大多数人本身

对一种特定的应用程序文化并不感兴趣，但也有证据表明大企业

至少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正如第四章所述，用户只关注易用性。

如果这意味着需要通过某个单一的霸权公司实现，尽管口头上他

们会对该企业的权力提出抗议，但大多数人似乎已准备好了默许

这种支配地位。应用程序文化很可能只是通信发展过程中的一个

暂时阶段。

应用发展在广度方面的拓展由两个主要元素组成：第一个要

素是能够尽可能多地整合不同功能。这类应用在健康和福利等领

域变得非常重要，是本章讨论实用性的主要例子。另外在宗教领

域的探讨也有助于说明同一点；第二个要素在于本章中所称的可

调控社交，这类应用能够跨越从最小群组和最私密的交流到最公

开的交流。我们的讨论也从家庭到群组再展开到社区应用程序的

使用情况。在此情况下宗教所代表的信徒群体延展到社区以外，

形成一种巨型社区的概念。

当我们反思是什么创造了这种“超级粘性”时会发现，深度

和广度一样重要。这三款应用的核心都是社交交流，它们利用或

承载了我们最基本的人性依赖，即彼此之间互相依靠的感觉。 

只要将智能手机看成促进交流，它的缺点和弱点就会消退， 

因为它成为了让生活变得有意义的媒介。本章开头的大部分内容

都有关于爱，第五章中引入的“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一词也与此有关：无限永久联系的状态是一种关怀

的体现。37应用程序这种潜在始终保持联系的功能，带给人们对持

续守望与支持的渴望，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经济上。本章中的一

个案例是扶轮信贷计划（在喀麦隆称为唐提基金），这在乌干达

雅温得和卢索齐都是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在雅温得，这些计划无

缝结合了社会和财政支持，随后又扩展涵盖到更多的领域，从通

信开始，每个应用程序都因此演变成为“生活的技能”之一。38

第一部分讨论的主要例子是视觉图像的使用。人的思维具有

天生保守的一面，如果能够先面对面，我们必定会认为更加 

“自然”。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不存在自然的或非中介的关

系，正如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39所称，面对面的谈话总是

涉及到决定什么是合适或不合适的文化规则。面对面的交流常常

被礼仪、行为表现、对尴尬的恐惧和其他文化框架所限制，很难

真正说点什么。就如同，随便走进任何一个伦敦的酒吧，你会发

现大部分交谈似乎都是陈词滥调或戏谑调侃。40

从这个角度来看，视觉图像完全有理由成为更“自然”的媒

介，有时可能比直接讲话更温暖。社交媒体上的视觉图像可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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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们面对面时无法说出的东西，或者像在日本一样，它们成为

面对面交流的补充。反过来，如今人们已经发展出一整套适用于

智能手机视觉传播的新的礼仪和规范。41 在各个田野点，视觉图

像并不被看做次要的或肤浅的存在，它也有能力达成心与心的交

流。

深度的重要性也建立在第七章的结论上。人们通过一系列应

用更好地融入家庭生活中的亲密沟通，凭这点，我们或许就可以

说，深度是人们对这三款应用形成高度依赖的关键。关于家庭部

分的论证更接近第七章关于共同进化的结论，这类应用不仅仅反

映家庭的关系和沟通，它们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家庭的理解

和体验。延续着这些章节的结论，下一章和最后一章将转向更广

泛、更理论性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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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ecilia 2014。
 9 Graziani 2019。
10 Iqbal 2019。
11 Fiegerman 2013。
12 BBC News 2014。
13 Drozdiak 2016。
14 Iqbal 2019。
15 Duque 2020。
16 表情符号1998年由日本通讯公司NTT Docomo一名员工发明。

17 参见Linecorp 2019。
18 Shu 2015。
19 有关表情符号能够在不同商业环境中顺畅沟通的其他方式，请参阅

Stark and Crawford 2015。
20 Shifman 2013, 78–81, 156–70。
21 Ahlin 2018a。
22 Kress 2003。
23 丹尼米勒亲自证实，自己曾经完全失去联系、现在都已退休的中学

和大学校友，如今都提议再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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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基于帕特里克·阿旺田野点调查结果，调研对象共65人。

25 这些在世界许多其他地区都很重要，见 Ardener 1964。
26 国家统计局2019。
27 参见Marwick and boyd 2010。
28 除了“三天可见”的设置外，还可以将隐私级别设置为“半年可

见”，意味着联系人只能看到他们过去6个月发布的帖子。

29 Pulse News KR 2019。
30 Kyodo News Agency 2019.
31 McDonald 2016, 169–70 and Wang 2016, 37–50。
32 数据源于针对年龄45岁以上共220人使用移动支付情况的调查，由王

心远于2018年 4月至2018年6月在上海期间进行。

33 Sheng 2020.
34 需要明确的是，此功能的开发并没有我们研究的影响，但其显然受

益于对中国亲属关系的理解和阐释。

35 Chen et al. 2018。
36 Chen et al. 2018, 107。
37 参见辛格（Singh）发表在普伦德加斯特（Prendergast）和加拉蒂尼

(Garattini) 2015年主编书籍中的文章。她解释称，只要有一个点显

示有人也在同时使用手机，对于老年人来说就算得上是一种最低限

度的社交联系。Singh 2015。
38 Cruz and Harindranath 2020。
39 Goffman 1971。
40 Fox 2014, 88–108。
41 Horst and Miller 2012, 2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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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九章

整体归纳与理论反思整体归纳与理论反思

调查点：本托——巴西圣保罗；达拉哈瓦——耶路撒冷（东部）；

都柏林——爱尔兰； 卢索兹——乌干达坎帕拉； 京都及高知

县——日本； 洛诺（洛雷托北区）——米兰； 圣地亚哥——智

利； 上海——中国； 雅温得——喀麦隆

导言导言

本书旨在将一系列更具普遍性和理论性的结论融入各章。在前面

的若干章节中，我们更侧重于从组织角度去研究作为新科技的智

能手机，包括其结构、应用软件以及手机与其他设备的关系等。

然而，在结论章节中，我们更侧重于探讨智能手机对人类的影

响。因为归根结底，作为人类学者，我们更感兴趣的不是科技本

身——关于智能手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智能手

机的研究来探索个体、社会和文化，从而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人

类的理解。

让我们先对前面的章节进行一些回顾。第一章开篇阐明了 

“自上而下的智能”这一观点，并指出：虽然英文中将智能手机

称之为“智能电话”（smartphone），但是智能手机这一设备在

绝大多数方面都和传统的电话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且智能

手机也不是由目标宏大、具有机器自主学习性质的“智能”

（S.M.A.R.T，中文全称为“自我监测、分析及报告技术”）

所主导的。第二章探索了有关智能手机的热门话题。该章表明，

与其说有关智能手机的舆论语境为智能手机使用情况及其影响提

供了实证依据，不如说这些舆论语境常常利用智能手机，将其作

为介入当代社会各种道德评判的一种方式。

第三章探讨了智能手机的实体性，并将智能手机置于一系列

的情境之中。该章的研究涉及到“屏幕生态”和“社会生态”的

概念，前者定义是指智能手机与其他带屏设备之间的联系，后者



整体归纳与理论反思 193

则是指共用智能手机及其应用软件所涉及到的社会关系；这两个

概念对于了解智能手机本身都十分重要。该章也将智能手机与其

他网络联系起来，在其中，智能手机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

的、也可能成了“物联网”内的一个远程控制枢纽。

第四章研究了智能手机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使用方式，也探

索了这一方式对于理解手机应用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其是如何展开

的。该章介绍了“可调控解决主义”（Scalable Solutionism），

其范围内小到有一个应用对应一种具体功能（所谓“万物皆有应

有”），大到有如同瑞士军刀一般、力求包罗万象的微信和

LINE，这些软件功能十分强大，可谓有求必“应”。但是我们也

注意到用户在使用一款具更广泛潜力的应用时，可能仅仅只使用

其中的单一功能。第五章讨论了包括拍照、交通指引、看新闻以

及用于娱乐在内的若干不同的智能手机使用方式，“无限机会主

义”这一观点构成了该章的基础。

无论是智能手机上的应用图标，还是这些应用涉及到的

操作，都具有多样性。因此，在本书书中，我们没有将“应

用软件”或“平台”作为本书立论的基础。相反，本书立足

于智能手机的日常使用，让焦点从科技转移到智能手机用户

的日常生活上来。从第六章开始，这一以人、而非以智能手

机设备本身为重点的转向便已基本提出；该章探讨了对人们

对智能手机的塑造如何反映出个人、人际关系以及更广泛的

文化价值观。

第七章思考了人们塑造智能手机的同时，也使手机与社会要

素紧密相连——此章中主要讨论的社会要素是“年龄”。第八章

认为，最重要的手机应用就是那些最深刻地嵌入到社会关系中

的，比如表达关心与情感、或者联系家庭和社区的应用，因此应

将三个应用软件（或称为平台）视为智能手机的核心。第六章到

第八章也为本书最后的结论提供了主要论据。

基于“便携传送之家”这一概念，本书结论首先试图重新引

导我们去认识人类对智能手机的使用体验。然后，我们介绍了 

“超越类人主义”这一概念，更深入地探索了有关人与手机的亲

密关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似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从“关系化的智

能手机”展开，总结了智能手机如何参与、甚至有时改变社会关

系。之后在本章第四小节中，我们首先讨论了普遍存在的大众对

智能手机的矛盾情绪和摇摆不定的态度。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

则让人们对智能手机的矛盾态度更清晰地浮出水面，比如争论智

能手机究竟是关怀救助的工具，还是实时监控的工具，而这两者

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在讨论的最后，我们又回到了本书的出发

点：“自下而上的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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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传送之家 （The Transportal home）便携传送之家 （The Transportal home）

将因特网以及网上世界视作某种家园这一观点已有许多先例。比

如说，社会学家海克·莫妮卡·格雷施克（Heike Mónika 
Greschke）的一篇论文名为“网络空间中是否存在一个家？” 1但

是，这里提出的“便携移动之家”这一概念远远超出了之前有

关“网上家园”的隐喻或论证的范畴。本节从一个立论出发，

即：我们最好不仅仅把智能手机理解为一部用于交流的设备，而

是将其看作是一个我们现在居住在其中的地方。在使用智能手机

时，人们总是有“在家”般自在的感觉。2我们变成了人型蜗牛，

将家放入口袋里随身携带。就我们在醒着的时候栖息在其中的时

间长度而言，智能手机的存在可能是第一次对房屋本身（可能还

有办公室）的意义提出了挑战。便携移动之家这一概念由多个要

素组成：除了有家的隐喻，也将智能手机视作是一扇方便我们在

不同空间切换的传送门，最后，它也将智能手机视为交通工具，

是我们移动的载体。

让我们思考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及的、大家经常针对智能手机

发出的这样一个指控：当人们在餐厅中和同伴坐在一起时，同伴

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在陪伴他们，而是专注与自己的智能手机，很

多人为此感到十分恼火。现在的情况是这些玩手机的人实际上是

回家了——他们用手机传送自己，走神离开他们所坐着的地方，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在这里，他们可以进行包括娱乐、制定行

程、以及发信息或者用视媒体来为亲朋好友舒压放松等在内的多

种他们所熟悉的行为。在此之前，我们完全尊重大家离场回自己

家的权利；但是，当某些人明明看起来是和你坐在一起，实质上

却招呼也不打一个，突然就退回到了某些将我们被拒之门外的地

方的时候，这就令人烦扰了。这些人虽然从物理意义上说还是在

陪伴着我们，但是他们的思绪其实已经飘走。我们开始习惯于网

络带来的“距离的消亡” 3（Death of Distance）这一概念，但是

现在智能手机似乎涉及到了与之并行的“邻近的消亡”（Death 
of Proximity）。一个人不管身在何处，他实际上都可以回到他的

便携传送之家当中。该情况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前对于“公”与 

“私”的传统观念。而这，也反过来引发了对本段中这一与传统

社交礼节公开决裂的反对。

便携传送之家的重要性不仅仅与传统意义上的“家”的日益

脆弱有关，同样重要的是，智能手机还能弥补前者的不足4。随着

移民潮、工作方式的改变、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其他多重因素的

影响5，世界变得忙碌无休。我们在米兰洛诺的调查点中就有很大

一部分来自意大利各地以及国外的移民。这些人已经看到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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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地理位置的传统概念上的“家”的局限性：这一传统概念会

将他们与许多亲人，以及其成长社会文化背景分隔开来。对于住

在米兰的西西里岛人来说，智能手机帮助他们将米兰接纳为他们

常住的地方，因为他们同时也可以留在“他们的岛”（mia 
terra）上，那里承载了他们的回忆和梦想。

二十世纪后半叶，日本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移民浪潮使得农

村人口剧减。但是研究员劳拉在当地的研究记录了当代社会从城

市到农村的反向流动。随着2011年3月11日由地震引发海啸和核

泄露的三重大灾的发生，这样的流动愈发加强了。灾难发生后，

人们对于国家基础设施的信任降低，6他们对城市感到陌生，觉得

自己像无根的浮萍；为这种情绪所驱使，人们重新回到了农村地

区。在日本的城市和农村的调查点中，很多人都同意这样一个说

法：智能手机现在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其不但使得他们和家人朋

友保持联系，也将他们与许多每日活动联系起来。

与本研究在意大利或智利的遇到的许多作为移民相反，日本的

研究对象并不一定觉得智能手机就是好的。很多人在反思是不是自

己在智能手机上花了太多时间，但同时，他们认为智能手机确实改

变了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与常常是住在远方的朋友、儿女和孙辈保

持紧密的联系。虽然他们可能是不久前才拥有了智能手机，而且那

时候他们可能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他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却是在

与日俱增。这一部分是因为智能手机是他们许多的日常活动的核

心，另一部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智能手机之外的世界有一种不

断增长的疏离感，这反过来又是由社区人口减少所导致的。

在第一章中我们援引了博古斯特（Bogost）的观点，他认为

我们现在正住在一个没有地方性（placelessness）的世界当中——

这也是人类学家欧杰7（Augé）认为的愈发普遍的“非地方性”

经历的另外一种说法。但是便捷传送之家的概念颠覆了这一论

调：我们发现我们绝不可能是非地方性的。只要我们准备好将智

能手机看作固定的地点——我们的家，我们就总是能够知道我们

住在哪里，也知道家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如何汇集起来的。此处重

要的是要理解手机是如何总是固定地出现在我们身边的。

上一段的观点既涉及到时间层面，也涉及到空间层面。在上

海的调查点，我们发现中老年人搬到上海来照顾他们的孙辈这一

现象十分普遍，他们从之前的社交网络和故土的社会支持中剥离

出来，可能会觉得难以融入在上海的新生活。这些中老年人现在

依赖于能够让他们有家的感觉、处于其中有安全感的事物，并寄

希望于此后这个事物能够成为他们的家。

当我们转向欧洲年轻人的处境时，把智能手机当作家的替代

这一行为就变得更加有意义了。在诸如米兰或者都柏林一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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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前的时候，上一代人至少在想要成家时都能够买得起属于

自己的房子；但今时不同往日，买房成了当地年轻人的一大焦虑

来源。这件事情的关键在于人类预期寿命的增加，加之当地却未

能建造足够多的额外住房来应对相应的房屋短缺问题，而且国家

的福利房也卖光了。这样一来，很多年轻人基本无望在成家之前

就能置下房产；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今后是否能够迈出这一步、买

下自己的房子。是以这些年轻人也渐渐对这样一个家产生了相应

的情感依赖：他们能够买得起这个家，而且这个家至少能够为他

们提供一个他们能够常常处于其间、有固定的地址、并且属于他

们的地方。当中老年人们批评年轻人离不开他们的手机屏幕时，

年轻人可以反过来有理有据地对这些批评他们的人指出一点，

即：这些发出批评的人基本上都有自己买的或者租的房子，而在

另一方面，年轻人却因为关注他们真正拥有的家——他们的智能

手机——而受到谴责。

人们搬离了父母家后，所处环境的不稳定性让以下这一切更

为重要，即：智能手机能够将我们住的地址、电话号码和电子邮

件地址都集于一处。如果我们总是待在智能手机上的“家里”，

大家的生活都会更轻松，而且我们也可以随时保持联络畅通了。

在WhatsApp上，通常信息显示后会有勾，这是为了给出确切的信

息：我们在家，并且收到了这则通讯。在其他时候，智能手机和

传统的家一样，可能成为一个让人们觉得是比较隐私的地方——

在这里不仅仅可以独自思考，也可以不被别人看见，做一些隐蔽

的事情。

在许多地区，居家环境往往由多个功能不同房间的房间组

成。比如卧室、厨房以及进行社交和看电视的起居室。这个家的

整体有能量的循环，常规化的时间安排以及专门的空间，就像某

种器官在进行工作一样。如下图（图9.1）所示，便携传送之家 

与物理意义上的家有许多类似的特质。与实体居所一样，便携传

送之家也划分为多个区域，其中每个区域提供了不同的生活场

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图标按键进入一个我们可以在里面打游戏

或者看电视的地方，还有一个图标则可以将我们传送去做研究和

学习的地点，另外一个图标则能够让我们边听音乐边做一些诸如

采购和处理银行业务之类的家务。

就如同在住在一个更宽敞的家中一样，我们可以呆在各种不

同的应用或者空间中。这可能是我们对保护隐私感十分上心的一

个原因。这种对隐私的重视在传统上与我们在居所内的感受相

关。而现在很多人担心智能手机会背叛他们，将他们的隐私作为

商业数据收集起来并传播出去。智能手机能够提供许多隐私空

间，比如，周围的人一般无法他人在用微信/LINE/WhatsApp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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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9.1 便携传送之家概念。乔治亚娜·穆拉雷制图。

天时的内容；也不会知道手机上是否存了成人影片。但是，我们

也可以邀请朋友来“家里”做客，大家一起聊八卦，推荐风靡的

健康饮食，或分享有趣的事物。

与之相似，我们可以将智能手机看作一个家居空间，其中打

扫和整理都是常规任务。比如说，在圣地亚哥的苏珊娜就与研究

员分享了她如何打理手机的心得：“我每个月都要把手机的照片

上传一次。我要清除图片，还要清除视频。我每天都要清理，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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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受访者厄尼斯蒂娜喜欢用Outlook应用，因为她可以

在上面轻松地清理邮件，而且这个应用中“回收站”的设置也有

助于支持我们对智能手机和家居空间进行的类比。当厄尼斯蒂娜

对此解释说：“我喜欢让手机保持整洁”时，研究员阿方索不禁

注意到她公寓的起居室也十分整洁。智能手机可以变得很杂乱，

我们可以与这样的杂乱共存，或者对此采取行动：删掉垃圾，把

放错地方的东西归位，用更好的应用替代原来的那个，为系统升

级。谈及居家整理，在上海的调查点，有些受访者会用到一个

词“断舍离”，即：一个人为了保持家的整洁，需要拒绝购买更

多的东西，而且还要把不需要的东西也扔掉。但是在当地进行的

田野调查中，研究员王心远发现“断舍离”这个词最常用在与智

能手机的清理有关的事情中。比如，受访者光华说：“从2016年
开始，我都会定期在我的微信上做断舍离。在删掉了很多非必要

的微信联系人之后，我往往会感觉很爽。”

在雅温得，类似的表达是“faire le ménage”，其本来的意思

是指做家务，但是现在已经延展到了智能手机身上：“清理我的

联系人” （faire le ménage dans mes contacts）以及“清理我的屏

幕”（faire le ménage sur mon écran）。甚至更能说明问题的是，

人们在没有提及他们生活起居的家，而是说到智能手机的时候，

也会使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我是不会让这个人再来我家的”  

(il y’a des gens que je ne veux plus laisser entrer chez moi)。
我们也能在便携传送之家中发现很多传统的家的特质。就如

同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认为的那样，8家是我们随

着时间推移不断对空间进行布置的地方；赋予家可靠性的不 

是“家中坚实的四壁”，而是“事物协调的复杂性”。家是我们

协调分配我们对于他人的注意力，精细商定我们应该同谁联络、

何时联络的地方；家是我们制定日常生活计划来知道什么时候该

做什么事的地方；家也是我们最常受到他人监视和控制的地方。

在智能手机中，我们编辑了我们所感受到的世界，对我们选择在

这个世界上看到什么，又选择维持什么对什么进行调整。就像在

下节中所说明的那样，这让智能手机成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进行

自我雕琢的一个重要场所。

颇为令人惊讶的是，便携传送之家还可能进一步占领传统意

义上的家。便携传送之家与传统意义上的家常常不是分离的，而

是对后者的一种扩充，9本书第三章中关于在上海调查点的屏幕生

态的讨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现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出

现了多种不同尺寸的屏幕，以适应不通的便携性与易读性的需

求。智能手机是各设备中最为移动便携的，但是后来我们也有了

功能愈发完善的平板、笔记本电脑、以及智能电视。有的人在家



整体归纳与理论反思 199

里时候都会用智能电视来阅读电子邮件。在上海黄先生家中，到

处都有智能手机和智能手机更大的“姊妹”设备。如此，黄先生

一家在家中的每个房间都能够享受到由这个或那个屏幕带来的传

送特质。屏幕实际上在这里成为了房屋的窗户，透过这样的窗

户，住户可以看到从实体窗户中无法看到的景色。智能手机也改

变了家中各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本托，伴侣们的同居生活

更融洽了：多亏两人各用一部手机，他们就不再因为谁能够得到

娱乐系统的使用权，或者谁能够给别人打电话而发生冲突了。

屏幕生态也与家庭关系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有关。这在应对

新冠大流行的封城阶段变得尤为明显。疫情封锁让我们意识到，

得益于电子通讯，不光是工作，社交、购物、娱乐以及我们的总

体生活都能够在被迫困在家中的情况下以多种形式继续下去。这

样的经历虽然将仅限线上进行的社交的缺点全都暴露了出来，其

中包括在工作场合缺乏寒暄，以及我们无法拥抱到所爱之人等；

但是人们也同样地达成了一个普遍共识，认为在疫情发生之后如

果没有在线通讯，事情会变得更加糟糕。在某些地区，电脑是使

用Zoom或其他通讯平台的主力，而智能手机只是其辅助；但本项

目也涉及到一些情况不同的地区，在那里，几乎人人都有一台电

脑，但所有的通讯几乎都依赖于智能手机。

上文中描述到的事情并不都是积极正面的，比如说，被用来

维持、甚至是创造了隐私感的手机其实是监视资本主义 10

（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间谍。手机将人们的私密信息泄露给

陌生人。同为隐私之所，便携传送之家的这个“家”并没有传统

意义上的家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在其他方面，智能手机可能会减

弱传统意义上的家以前作为避风港所带来的体验。如今，雇员即

使已经下班回到了家，也可能被期待要时刻保持与工作有关的联

系；而一个在学校被其他同学霸凌的孩子现在可能会发现，即使

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他也很难得到片刻喘息。

在新冠封城中，人们很快意识到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拥抱他

人的机会，在Zoom上进行聚会或者举行庆祝仪式也远远无法替代

线下的聚会。线上约会或者性行为与线下的显然不同，前者可能

仅仅是被看作是后者的不完全替代品。智能手机上也不会有一个

花园让你去耕耘或者有烤面包的工具。可能还有上百个其他的例

子可以将仅限线上的生活的匮乏之处展现出来；但历数智能手机

的局限性和危险性并无法洗白传统意义上的家早已存在的问题。

后者也有从家庭内部监视到幽闭恐惧，再到家庭暴力等重重问

题。没有哪种家是十全十美的。

便携传送之家与传统意义上的家的另一重大不同在于“传送

性”。实体的房子是固定的；因为其本体缺乏至关重要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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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体房屋与更广阔的世界的互动能力也受到限制。与之相

反，便携传送之家11则能轻松快速地联通另一个世界：我们可以

往其他国家打Skype视频电话，在线上商城进行购物，或者进入

游戏构造出来的另一个世界，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智能手机。12从

使用触摸屏和滚动屏幕的触觉体验，到摸到手机好好躺在口袋里

的安全感，智能手机与我们的感觉和情感自有相连之处。我们也

会在比如手机坏了或者找不到的时候感到失落。这种感觉就像是

似乎在突然之间，一个人被切断了甚至是进行社交的可能性，或

者暂时性地被锁在自己的回忆之外。

便携传送之家的若干特征与中老年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随着

人们行动力变弱，智能手机作为一个可以传送人们、而不是把他

们困在屋内的家这一特质变得更为重要。这一点在日本的调查点

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那里，随着年纪逐增，中老年人的行动变得

愈发不便。对他们来说，线上聊天软件LINE所提供的社交支持显

得越来越重要。就像居住在京都六十多岁的小松女士所说：“我

觉得老去往往意味着朋友不会在身边。而智能手机可以让我们维

持社交，所以显得更加珍贵。”

小松女士的说法也符合携传送之家的另一要素“交通载体”

（transport）。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提到了多个中老年人被禁止开

车的例子；于是，智能手机成为了他们的交通控制中心。涉及的

手机应用提供包括本地公交时刻表、优步（Uber）打车以及地图

等功能。对于在爱尔兰的人们来说，智能手机在这方面的用处还

扩及到了更广义的流动上；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对其境外房产进行

多方面的维护以及开展多项旅馆经营活动，包括在手机上学外

语，以及使用猫途鹰（Tripadvisor）或者爱彼迎（Airbnb）旅行

平台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手机作为交通载体的意义是依

靠人类自身的移动性而来的：智能手机拥有随时随地跟在我们身

边的独特能力，这让我们得以体验“无线机会主义”。智能手机

的这些特质当然也有其弊端，比如有的在本托的人会对在公共场

合接电话或者看手机感到恐惧，因为他们认为这可能会让他们成

为手机偷窃抢劫犯罪的目标。

最后，读者在阅读本书过程中应当明确的的一点是，书中对

于普遍性和理论性观点的援引都是立足于细微之处、依托调查点

本身的情况而言。比如，因为人们对家的理解不同，使用智能手

机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便携传送之家在不同的调查点中会不可避

免地拥有不同的意义。基于这一点，以下的这则短视频展示了在

日本的具体情况（图9.2）。

总而言之，对于人类学者来说，将智能手机看作便携传送之

家的重要意义源于对当今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包括移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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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9.2 短片：日本案例，智能手机之“便携传送之家“。 

观看链接：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TU5MDE4OA 
==.html 

视频内容描述：我在京都市和高知县乡村进行了16个月的田野调查，期间，

我发现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中心。大家将它看做一种需要保护

的私人空间，且对展示自己的App感到羞涩。一位女性曾将智能手机比作书

架，你只会在上面放愿意展示给人看的书。我发现将智能手机与日本家庭空

间类比十分有益，两者都会探讨“Uchi（内）”与“Soto（外）”的含义。

日本的住家多数都建有闭栏、高墙，窗户多用磨砂玻璃。利用栅格隔开内部

的私人空间和外部的公共空间。然而，如英格·丹尼尔（Inge Daniels）提出

的，这种分隔并非静态的，而是时时处在变化之中。智能手机也是如此。人

们会不断探索隐私与曝光度之间的平衡，寻找舒适的状态。人们在某个App中
能接受的亲密程度，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App。这时，日本概念中的“Honne 
（真实想法）”和“Tatemae（客套话）”就十分有用了。可被用于探讨人

们“在不同场合展现出不同面貌”的做法。在与我对话的年轻人中，匿名

Twitter或Instagram账户相当流行。在使用这些匿名账户时，他们感到可以做

最真实的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匿名线上空间就是家中那个最隐秘的房

间。另一个将智能手机类比为“家庭空间”的理由是，人们在访谈中曾反复

提及居住在城市中的“疏远”和“错位”感。当代社会的现代性伴随着显著

的撕裂与错位感。移居和迁移已成为了许多人的常态。正如赛义德（Said）在

1979年写道，“广义来看，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处在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

中”。因此无论物理还是假象空间中，“归属感”和“意义”都变得十分吃

香。智能手机是人类科技创新史的重要一节，“物理距离”被虚拟、即时的

联系所消解。这改变了我们的“空间”和“地点”体验。并为现代化与全球

化背景下，“身份认同”的离域化改变做出了贡献。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TU5MDE4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TU5MDE4OA==.html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2NTU5MDE4O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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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以及其他人群与传统意义上的家的关系。同时，又源于他们

对智能手机能够如何去弥合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解。智能手机集多

种功能于一身，涵盖范围丰富：从在其中不同“空间”内同时进

行多个活动，到进行远程关怀，又或者再到其作为远程控制中心

反过来与其他诸如交通载体一类的系统相连的能力。智能手机作

为便携传送之家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包括从“邻近的消亡”再到

为体弱多病者提供安全报警功能等。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我们期

待看到就以下课题展开的进一步的研究，即：探讨我们观察到的

智能手机作为“家”与其他地点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比如智能

手机与家居空间和办公室之间的关系等等。13

超越类人主义（anthropomorphic）的机器超越类人主义（anthropomorphic）的机器

一个多世纪以来，14人类对机器人的发展，以及其能够让我们对与

人类高度相似的拟人化机器的幻想成为现实的可能十分着迷。而这

些想象与实践是基于人机相异的前提。传统上，人们将机器人描绘

成一个正在越来越像我们、但始终不是我们的机器。我们因此对机

器人背叛人类、变成我们的敌人，或者其作为“类人”获得了属于

自己的权利的可能性很感兴趣，这也是科幻小说中的经典主题。但

是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这一幻想可能会导致我们忽视了一条更深远、

更先进的，向着类人主义前进，甚至是超越了类人主义的发展轨

迹；该轨迹的发展方向是与人类越来越亲密，而不是与人类更相似

或者相异。这一发展在智能手机身上最能感受到。

将机器人看作类人型的实体反映了一种普遍、但是更为肤浅

的观点。15相反，智能手机与人类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比如它既

没手也没脚。智能手机本身也不需要四肢；通过被放置在我们的

裤子口袋或者手提包里，它就实现了自己的物理移动。类人化的

推进是通过辅助人类（比如接管人类一部分的记忆任务）或者作

为人类的额外肢体（比如提升我们了解周围事物的能力）而实现

的。另外，智能手机也有改变其使用者的能力。我们成为了智能

手机用户之后，可能会改变自己的日常习惯和做法。

有关智能手机“超越类人主义”的主要证据来自于第六章。爱

尔兰的莱昂诺尔的例子揭示了智能手机如何淋漓尽致地展现手机主

人的个性；在这个例子中，莱昂诺尔想被视为一个技艺高超的专业

人士，而在同一调查点的另一个例子中，手机主人则想展现其作为

渔民后代所具有的粗犷的男子气概。智能手机似乎成为了一个人的

外延体现，颇像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小说中的精灵：

一个虽然与我们略有些距离，但是一旦其不在，我们就会感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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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上缺了一块的东西。智能手机是一个提升了我们能力的设备，

有了它，我们不仅比独自一人时对事物的了解更深入，还变得更有

条理。这可能对于那些资源有限、在使用智能手机上存在障碍的人

来说尤为明显。本书作者之一，来自耶路撒冷的研究员莱拉双目完

全失明；她在使用其新买的苹果手机的过程中既有挫折，也有收

获，而她现在已经离不开智能手机了。在此之前，可能从来没有哪

一种装置能够与人如此亲密、如此相通。

在第六章中，我们把对智能手机的塑造看作一种手工技艺。

这样一来，雕琢智能手机和雕琢人生在本研究中就存在明显的共

通之处，因为本项目大多数民族志研究员在研究智能手机的同

时，也同时在对人们的退休生活展开研究。16退休生活可能涉及

到进行一整套的新活动和新行为，也涉及到继续或者终止原来的

某些活动。现在，退休生活与智能手机融为一体。在都柏林，退

休的人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扬帆出海，也意味着他们会同时用七个

不同的航海应用。在雅温得，退休可能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去教

堂，以及下载有关圣经或者涉及到其他信仰的手机应用。在日

本，处于退休年龄的男性研究对象的身份认同常常是围绕着其之

前的职业生涯来建立的，结果在退休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无法

过好工作之外的生活。这些研究对象可能因此拒绝使用智能手

图图9.3 超越类人主义的概念，制图者乔治亚娜·穆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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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他们更倾向于继续使用自己原有的翻盖机（garakei），以

此作为他们与过去的社交世界的一种实体联系。但是，对于其他

调查点的人来说，不论男女，智能手机都让他们在退休之后的时

间里能够更好地调控他们的非全日制工作。另外，在一些兼职工

作的情形中，使用轮班管理应用意味着可以避免与雇主直接沟

通，甚至说“不”的尴尬场景。

在达拉哈瓦，很多中老年妇女从未做过有偿工作，所以也不

存在“退休”。但是当她们成为祖母之后，这些妇女发现手机在

他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手机带来了她们家庭内部的互

动的增加，比如她们允许自己的孙辈在智能手机上观看YouTube
视频，而这也改变了这些妇女与这些设备的关系。很多对于这些

手机的塑造是新旧的融合：放在起居室里的孙辈的标志性照片与

关于他们今天做了什么的每日分享相辅相成。智能手机到底是我

们的一部分，还是与我们相分离的一个东西？就像一个来自爱尔

兰调查点的研究对象腼腆地承认的那样，有了一个计步器应用

后，她现在走得也多了，因为“我可不想APP小瞧了我”。

人们是如何塑造手机的？在刚买智能手机的那一刻，它似乎

只是一个单纯的机器，所有陈列在商场里的三星盖乐世Note系列

的手机都是一样的。但是一旦当我们买了手机之后，就是由个人

来决定他们不用哪些预装的应用，或者怎么使用一些手机内置的

功能，比如手电筒或者蓝牙等。人们之后会继续下载一些新的应

用，并把这些应用按其重要性排列，在多个手机主页的页面中分

出主次。放在角落里的是那些很少用到或者很新奇的应用，比如

白天散步时用来辨识鸟鸣的，或者是晚上散步时可以用来识别星

座的。

下一阶段则涉及到对这些应用的调整。手机主人们可能会更

改设置，只接收他们感兴趣的信息，或者在使用地图时设定自己

家的地址作为起始区域。而再下一个层面中对手机内容进行的个

性化设置、创建和选择，则常常最为重要。很多手机用户可能会

有一个阅读应用，但是这个应用中可能会包含从哈利波特系列到

莎士比亚戏剧的任何内容。这些用户相册中的内容可能是他们的

自拍，也有可能是PowerPoint演示文稿的幻灯片。正是手机用户

对很多类似应用中的内容的选择最好地体现了这些用户给人的整

体感觉：包括他们的品味、价值观和兴趣所在。如果手机用户来

自达拉哈瓦，那么他们可能会想让自己的手机内容中反映出他们

的伊斯兰价值观。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的注意力从手机应用文化转向人们

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智能手机使用主要是以完成任务为导

向，而非以使用特定应用为导向。研究员们遇到的很多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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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时，主要考虑的是他们已经知道的或者准备

学习的一系列操作的顺序。这种情况下，智能手机仅仅是施展这

一系列顺序操作的工具；而智能手机的其他所有功能都变得无关紧

要，因为中老年人们直接无视了它们。就和其他的手工雕琢一样，

对手机的塑造可能也涉及到做加法或者做减法。就如同在第六章中

描述的那样，作为结果，这种对手机的塑造形成了我们和智能手机

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充分表达了个人的特质。诸如第七

章也体现出这种亲密关系带来的影响。来自达拉哈瓦的努拉曾暂时

性地无法使用WhatsApp，她在那瞬间觉得震惊又沮丧，这些情绪的

产生是因为努拉的日常生活已经和WhatsApp密不可分，她那时所感

受到的痛苦是发自肺腑的。这便是亲密的意义。

但是，这种在购买后对智能手机进行个性化设置的方式绝不

会让智能手机制造商和应用提供商变得无足轻重。首先，他们必

须先创造出智能手机的这些功能，才能让后续的塑造成为可能，

这一点是值得称道的，正是设计师们在结合了大量用户测试的基

础上的工作，才为所有这些之后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与其他的人

们所消费的工厂制品不同，智能手机在制造时就已经植入了让其

能够更亲人的能力，而应用也设计得能够在交互中来学习用户行

为。这就是科技术语“智能”的意义——机器能够自主学习。定

位能力不仅仅是GPS 告诉我们所处的位置，其可能还包括位置预

测，这是基于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或者表现出有兴趣想要去的地

方而来的。语音助手也在机器对我们的声音的不断学习中变得更

准确。通过这些方式，机器学习算法让手机应用能够学习用户行

为。这种学习既基于我们的周围环境，也基于机器之间的互相学

习；就像我们的社交媒体利用用户的位置信息和搜索历史记录一

样。这种学习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司仍然作

为数据的收集者和处理者参与其中；他们还继续致力于不断完善

应用程序，以便使这些应用能够更符合其在该学习过程中的角

色，能够被用于提供个性化广告等目的。

然而，过于强调智能手机的“智能”这一元素是一种误导。

仔细研究智能手机后，我们发现，比起智能手机通过其自主学习

算法来适应用户，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特定需求来调整智能手机的

行为对人们手机使用体验的影响要大得多。这些公司倾注它们的

资源，试图让用户习惯于使用手机语音助手；但是本项目中很多

研究对象都因为三星语音助手Bixby难以摆脱，将它视为一个讨

厌的麻烦。另外一个语音助手Alexa也仅仅就是被当作一个声控的

收音机。也许在未来，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能够在与人类

发展友谊这方面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17但是迄今为止它们的影

响还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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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机的塑造产生的结果是一种超越类人主义的手机与人的

亲密融合。在克莱夫·汤普森18（Clive Thompson）的著作《比

你想象的更聪明》一书中，作者记录了人类是如何通过结合这些

科技设备来变得更有智慧。我们不必再记住“事实”，而是记住

如何使用手机去搜索这些“事实”，这一转变正让我们变得更为

聪明。汤普森也说明了为什么最好的国际象棋棋手既不是人，也

不是电脑，而是两者的结合。对于智能手机的兴起的最好类比是

印刷术和之后书的发明。这一发明成就将许多以前单纯依赖认知

记忆的记忆功能交给了方方正正、坚硬牢固，可以被当作硬盘的

前身的书本。很少有人会对书籍让人更聪明的说法有异议，因为

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许多记忆让渡给文字记载。19本书中提到的许

多研究对象都将智能手机视作一个用来记录自己笔记的文字备忘

录。而比如来自本托的费尔南达等在内的其他人则在手机上使用

训练大脑的应用，该行为部分是出于对日后患上阿尔兹海默症的

巨大恐慌。本书中几乎所有对研究对象的描绘都激发了这样一种

更广泛的整体主义：当涉及到我们如何进行思考时，这种整体主

义超越了人机之别。

本书中的许多例子都表明，在手机被人塑造过程中，人也同

样地在被塑造；这一点尤为体现在第六章中本托的爱德华多一例

中。爱德华多十分明确地提到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来帮助他描绘

他退休后的新生活的蓝图。智能手机描绘生活蓝图的这一过程则

将我们导向了诸如在洛诺的马里奥的故事：马里奥的智能手机上

已经复现了他的很多主要兴趣，其范围从园艺到对当地社区园地

活动的组织。另外一个例子是原籍立陶宛、现在住在爱尔兰的马

蒂斯，他的智能手机与他本人一样，都由其对汽车修理的热爱所

主宰。不仅仅是人在塑造智能手机，有时很明显智能手机也在塑

造人。

智能手机对人的塑造一开始可能看起来像是在弄虚作假，比

如让有的人看起来比他们的真实年龄显得小得多，来自雅温得的

这张表情包就暗示了这一点（图9.4）。但是也许可能是表情包 

给了我们错误的暗示？许多研究参与者反复告诉我们，他们觉得

自己其实比自己的外表年轻得多。正如第六章所说，这些研究参

与者认为自己的外貌是假的，而智能手机才能反映真实的他们。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升他们的外在形

象。所以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人呢？是不加修饰、朴素的

身体，是通过化妆和穿搭准备向大家展现的身体，亦或是通过修

图呈现出我们想象中的自己的照片？作为作者，我们无法提供答

案。相反，我们尊重在雅温得和在上海的人可能会给出的截然不

同的回答。智能手机是否创造了非真实的人（ inauthe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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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关于这一点，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本书呈现

的证据是，在有些社会中，这样的图像被视为虚假；而在其他的

社会中，这被视为真实更清晰的表达。

第八章的结论引用了戈夫曼（Goffman）的话，否认了面对

面交流是“最自然”的。在中国，人们能在微信上说一些在面对

面的场合说不了的话。中国人把所有的emoji和贴纸都统称为“表

情”，而一些场合要是没有表情的话，就会很棘手或者很尴尬。

所以，人人常常使用表情来应对这些场合。打个比方说，退休的

公务员洪先生在他的微信上存了超过100个表情，这个表情库中

既涵盖了普通的表情，也有比如道歉之类的社交礼仪用途的表

情。洪先生根据特定的场合和对象，游刃有余地使用不同的表

情。比如说，洪先生无法参加朋友聚会，这时他可能就会稍微地

给朋友道个歉，发个双手合十的漫画风格的表情，表情上还写

着“抱歉、抱歉”。或者他可能会和他的孙子开玩笑式地道歉，

发一个低头的小猫的表情，上面也写着对不起。而当洪先生不得

不拒绝朋友的请求的时候，为了让他的拒绝看起来更委婉一些，

他还回复了一个卡通人物哭着说“皇上，臣妾做不到啊” 

图图9.4 在雅温得地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表情包。研究员帕特里克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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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情包，因此，他有一次这样说到：“有时候我真的希望在面

对面交谈中也能使用这些表情，那样生活会容易得多。”

在面对面的交谈中，洪先生维持着庄重的举止。而这正是他

作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成年男性几十年来所一直保持的。但是，在

使用微信时，他收藏的表情却可以带来在其线下世界的交流中不

存在的，多层次情感和社交技巧。反之，我们也可以预见随着时

间的推移，有关线上谈话形式的礼仪和规范也会发展起来。

最后一点在于超越类人主义这一概念不应把“成为人类”的

理想过度浪漫化。如果智能手机富有人性，那么同样地它也会表

现出人类的非人性。智能手机很容易被用来实施欺凌或者霸凌，

或者作为体现权力的工具。本书第二章就记载了若干相关行为的

指控，这些指控将智能手机视为一个越来越不人道的象征，导致

人们变得越来越肤浅以及反社会。但是，如上所述，便携传送之

家并不意味着这个家庭是幸福的，其反而是一个充满霸凌、权利

冲突、虐待和不平等的地方。认为智能手机更像人并不一定意味

着智能手机就是好的或者高尚的，这取决于智能手机究竟是像哪

一个人。

多方关联的智能手机多方关联的智能手机

便携传送之家和超越类人主义这两个概念共同的问题在于它们对

个人及其设备的倚重。然而，本书的长项是在书中每一章都包含

了对这种简化到个人的情况的反面证据。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各种

关系和群组的中心——其不仅仅只是作为人们交流的媒介，而是

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人们的人际交往、群组组成、甚至更多

的是网络的构建。20

从第三章中关于社会生态的讨论中可以明显看出，在研究智

能手机时，不能将人作为孤立的个体来考虑。因为在卢索兹，很

多人和他们的亲朋好友共用手机；而在上海，一些中老年人事事

都是和自己的伴侣一起完成的，他们可能并不会费心去下载某一

个应用程序，因为不论是谁的手机上有这个应用程序都没有什么

区别。也许第五章中讨论的“无限机会主义”有着更为重要的影

响，因为这个概念将人际交往转换成了一种更深远的对话形式。

现在，你不必等到真的见到你亲戚朋友就可以和他们进行交际。

因为你正想到他们可能会对某些事情感兴趣的时候，就有微

信、LINE和WhatsApp让你可以去联系他们。信息的分享是时时

刻刻、不分昼夜的。过去人们会在墙上安装红色紧急按钮作为老

年人的急救预警装置。而现在，让老年人更有安全感的可能是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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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机在手，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自己摔倒了，也还是可以通过智

能手机快速便捷地联络到特定的人。这些观察结果引出了一个更

重要的问题：智能手机是否不仅仅是在加速人际关系和群组的发

展，而实际上是在改变它们的构成？

支持智能手机改变了人际关系与群组构成这一说法的最有利

的论据在于，智能手机可能正在扭转一条家庭构成的基本轨

迹——该轨迹在有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几个世纪，在其他地区也已

经出现了几十年。本质上，该基本轨迹是从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

转变，这一点在房屋的设计传统的变化中十分明显。许多地区的

房屋曾是为了容纳大得多的家庭而建造的，21而如今在大多数的

富裕地区，现代化公寓和其他住宅基本都是以核心家庭、或者越

来越多的是为单人入住（常见于日本）而打造的。然而，随着我

们对智能手机和比如WhatsApp之类的手机应用的私密用途的深入

研究，上述的这一长期趋势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正在逆转，在屏幕

生态中例举的那户上海人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该例子中，这

一趋势的逆转并不仅仅来自于其家中屏幕数量的激增，而是来自

于这些屏幕的使用让这个大家庭恢复了密切的联系。因此，虽然

这对中老年夫妇还是继续住在他们的家中，但他们的大家庭至少

在一定程度上再次与这两夫妇合住在了一起。

很明显反映了这一变化的例子也来自本托。在该地，表亲、

阿姨、叔叔和其他更为数量庞大的远房亲戚原本常常只能在圣诞

节、婚礼和葬礼这样的场合才能见到，现在他们则经常出现在便

携传送之家里，而与他们的非正式日常闲聊则替代了适用于特定

场合的正式谈话。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大家庭的成员实际上并不住

在同一栋房子里，所以他们很乐意住在便携传送之家中。这样的

关系是亲密的，但是又不会过于亲密：在智能手机中我们可以随

时与人通讯，但又不存在共享同一物理空间的压力。如果你想和

人聊聊天，但是那个人又不在，便携传送之家中总是会有其他的

人可以和你交谈。而且你也可以用智能手机来避开近距离的社

交，在日本拥挤的通勤列车上，虽然每个人的身体都被陌生人所

包围，但他们的智能手机实际上都将他们置于一个私密、但仍可

社交的保护罩里。总的来说，多个调查点的证据都认为，当社交

过多或者不足时，智能手机提供了很好的平衡。

智能手机也在亲情与友情的流变关系发挥作用。在中国，我

们看到：通过智能手机，许多人第一次与陌生人建立有意义的联

系。22这点十分重要，因为你只可能会把自己的秘密和最大的恐

惧告诉一个不知道你身份的人。爱尔兰的退休的人们用智能手机

来组织咖啡馆聚会，也用智能手机来安排比如读书会一类更常规

的群组聚会。这样的家庭和朋友圈的扩大反过来又使智能手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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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内部的使用日益增加。在卢索兹和雅温得，WhatsApp可能有

助于提供经济支持的轮转信贷团体组织开展工作。在达拉哈瓦，

分享踏青的照片意味着把不能一同出游的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

在内。在2018年5月的洛诺，脸书是安排和宣传一个于周六下午

举行的公众集会的主要平台。那一天，人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组

成了一条4千米长的人链。这一举动是为了庆祝他们社区的团

结，并且向作为“移民社区”的负面形象发出挑战。由此，记者

兹塔·达孜在意大利《共和报》的网络版报刊网站的米兰分站上

对该事件进行了报道，写出名为《帕多瓦街组起人墙反对种族主

义：“我们是公民，不是非法移民”》的文章。

在洛诺，脸书已经成为了当地社区新闻、历史和摄影报道分

享的主要平台。人们愿意在这个地方为他人花时间或是提供帮

助。一位洛诺的受访者发现，如果有人生病了或者是需要帮助，

并且把相关信息发布到小组中的话，平均每个帖子都会收到20到
30个回复，回帖的人们愿意提供从购买基本生活杂货到取药的形

式的帮助。最近，洛诺社区活动也扩张到了Instagram上，这得到

了米兰市长的关注和支持。

爱尔兰也有与上述类似的情况。在爱尔兰，人们用脸书组织

慈善散步活动，为当地体育团队提供新闻发布平台，促进新建住

宅区的社区发展，以及为最重要的社区活动（如“卫生城市大评

选”）搭建公共平台。在都柏林的一个人口为10000人的调查点

库安（Cuan），其中2300个居民迅速加入了新建的“库安应对新

冠”19脸书小组。达拉哈瓦的巴基斯坦人也不必再担心因为远离

清真寺而无法做礼拜，因为他们现在可以用智能手机给阿訇打电

话。脸书在提供宗教信息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与斋月的

斋戒有关的活动等。

在讨论了智能手机与个人、人际交往、群组和社区的关系之

后，第六章还在结尾处进行了拓展。该章结论反思了智能手机如

何表达了文化价值观，这一点在以比较民族志为主要研究方法的

本研究中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地位。比如说，研究者希琳在洛诺

认识的很多当了（外）祖母的人都强调了（外）祖母（Nonna）
这一角色在当代家庭关怀和交流方面的突出地位。与其他许多案

例一样，智能手机既迎合了对于（外）祖母的角色的传统观点和

期望，又在适应当代环境的情况下，为扩展和转变（外）祖母的

社会角色发挥提供了新的可能。比如，在米兰的城市家庭中，智

能手机有助于（外）祖母在照顾儿童方面提供实际的支持。

对于在圣地亚哥的秘鲁人和在达拉哈瓦的人来说，智能

手机是为宗教服务的工具，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可能有非常明

确的标准。同样地，在日本，人们对于智能手机使用是否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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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也有约定俗成的标准。例如，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时

打电话会引来同行乘客严厉的目光，而在餐厅用餐前给食物

拍照则被认为是基本的礼仪，因为这表达了对食物的充分欣

赏。智能手机也可伴随着新的社会规范的出现。比如在喀麦

隆，智能手机正在成为当地新兴的中产阶级进行政治辩论的

公共空间的入口。

多方关联的智能手机，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也在制造

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代际关系关系存在着诸多问题。第

七章重点讲述了中老年人和年轻一代之间的数字鸿沟，其中前

者在学习如何妥善使用智能手机这件事上困难重重。在圣地亚

哥以及其他许多调查点，我们遇到的年轻人表现出惊人的不耐

烦；他们通常是抓起智能手机，草草地向中老年人展示某个操

作如何操作。而当再度被问起时，就显得不耐烦了，因为他们

认为中老年人已经“看过是怎么操作的”了。在爱尔兰，许多

年轻认为使用智能手机靠的是“本能”，不用学自然就会的。

这似乎暗示了他们认为使用智能手机有困难的中老年人的问题

在于不够聪明。但实际上，即使粗略检视智能手机，也会发现

智能手机的使用绝不可能是人的本能。在雅温得和其他地方，

年轻人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反映了对传统意义上的资历和权威

更为广泛的颠覆，因为新设备的准入门槛压制了原本曾是随阅

历而增长的智慧。

通常，中老年人得到的第一部手机是从晚辈那里淘汰下来

的，这和传统的继承轨迹截然相反。这些中老年人们拿到手机

后，发现自己需要删除手机中一些令他们不快的内容，而当手机

被年轻人借用之后，此类内容又会再次出现。年轻人也可以残酷

地奚落中老年人的失落，他们花了几十年时间积累的知识，可能

在智能手机面前瞬间变得一文不值。让我们回想一下那个在识路

方面有天赋的女人，她为一家花店做了多年的送货工作，但现在

有了谷歌地图，谁又会在意这些得来不易的技能呢？

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社交媒体存在的时间已经足够久，

久到这些紧张的代际关系可能会反过来改变社交媒体。在本书

许多调查点中，年轻人避免使用诸如脸书一类的平台的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这些平台已经被他们的父母一辈所占领。当你的母

亲，甚至是祖母，都在脸书上时，最好远离他们注视的目光到

Instagram上去表达你自己；而当Instagram也被这些中老年人占

领时，年轻人又转向了TikTok（抖音）。社交媒体与特定平台

使用方式的一些最重要的变迁与公司的控制无关，也并不完全

与这些平台所提供的内容相关，它们更是反映了一种较为紧张

的代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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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暧昧 矛盾与暧昧 

本书在导论后的首个章节不是关于人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而是

他们如何看待智能手机。书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人们通常对智能

手机的态度十分暧昧。中老年人不停地谈论着智能手机对年轻人

所造成的危害，声称这些年轻人“沉迷于手机”；年轻人因此变

得肤浅、反社会并且与现实世界脱离。在谈到有关中老年人对智

能手机的使用时，洛诺的中老年人要不是说他们使用智能手机就

是在浪费时间，要不就是说智能手机令人“十分困惑”。在日

本，人们抱怨说，秒回信息的社会期待令人倍感压力；本来日常

生活的各种行为规范就给人压力，现在，这样的压力更甚。在爱

尔兰，中老年人们在谈及对智能手机时经常提到无休无止的

WhatsApp新信息提示音。

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却也能娓娓道来有关智能手机某些应

用的美好体验。当副驾驶对着街道地图却找不到方向时，伴侣之

间不再对着彼此大喊大叫，因为他们现在可以转而抱怨GPS（全

球定位系统）。在澳大利亚，（外）祖父母们庆幸自己可以通过

网络摄像头看到可爱的孙辈。膝关节不好的妇人不必在雨中等

车，因为应用会告诉她下一辆公交车合适到站。无论在何处，智

能手机都似乎既是祝福也是诅咒。谈到智能手机，圣地亚哥的中

老年人哪怕在一句话中都会同时用上极其正面又极其负面的评

价。不论在何处，如果人们所说的话自相矛盾，或者说一套做一

套，都可能会被认为是虚伪或无知。但是，贯穿本书的种种证据

表明，如此摇摆不定的暧昧态度正是人们最真实的感受。这是对

一个本身就矛盾重重的现象的唯一合理反应。本书中每一章节在

讨论智能手机所带来的双重后果。

在田野调查后，我们的研究团队讨论了哪些发现具有全球共

性。团队很快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关怀与监视的一线之隔”。我

们未曾料想，在田野调查结束后，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我们所提

出的这一点观察在全球疫情中显得更相关。在撰写本书时，智能

手机已经成了道德舆论语境中的关键要素，其重要程度比第二章

中所述更甚。这是因为，本书撰稿之际是2020年，正值任何疫苗

问世之前，在许多地区（尤其是东亚），抑制新冠疫情传播的主

要方式就是将智能手机和排查访问数据相结合，对个人行程轨迹

进行大数据追踪。这一发展向大家展示了智能手机的潜力，其既

与我们亲密非常，又可以成为对个人实施监视的工具——老大哥

就在我们的手提包和口袋里。但是与此同时，对个人行动轨迹的

追踪和溯源又被视为抑制疫情的有效手段。因此，智能手机似乎

既是一个潜在的救世主，也是反乌托邦的前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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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监视

针对上文所述的用智能手机所进行的监视与关怀，我们主要有三

个考量，一是研究监视的问题，二是探究关怀的本质，最为重要

的是第三点：思考此类监视和关怀的影响，以寻找两者之间的平

衡点。在本书中，“监视”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是研究对

象显性话语表达中的核心话题。比如，研究员阿方索在圣地亚哥

教智利中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时发现，人们拒绝使用GPS的原因

很单纯，就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一个把他们所到之处都记录下来

的设备所带来的入侵感。同样地，这些谨慎的用户也不安地注意

到谷歌上的个性化广告，认为这是谷歌对自己的生活窥探过度。

智能手机会对使用者进行监视已经不是秘密了。该设备一个

最引人瞩目的特点就是其有学习用户行为的能力。这样一来，智

能手机就可以提前预测到用户下一步的操作。每次智能手机成功

预测用户的行为，都在明白地告诉人们它对用户的了解有多深。

这一类的监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智能手机所

收集的用户私人数据，也可能被传回企业，生成用户大数据。反

过来，这也是推进人工智能（AI）发展的燃料，这一过程呈螺旋

式递进，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看不见、不甚了解的世界。这可能是

我们研究智能手机时，最需要注意的外部结构属性。23

对于监视，人们主要有两方面的担心，第一个例子来自肖莎

娜·祖博夫24（Shoshana Zuboff）所著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

一书。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核心驱动力是对利润的追逐，这造就

了对信息惊人的攫取能力，也造就了对如何利用数据控制人们生

活的不懈尝试。普通人如果有时间去阅读使用一个智能手机应用

时需要签署的相关隐私条款，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些应用似乎需要

访问我们手机中各种与其不相关的数据。一个娱乐应用为什么需

要知道我们的位置或者获得访问我们社交媒体的权限呢？各大公

司争相攫取有关每一个用户的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个人资料成为

了新的金矿。

如果这令人觉得被侵犯或者感到用心险恶，是因为这就是事

实。就像祖博夫指出的那样，谷歌等公司现在理所当然地认为 

“所有的人类经验都是免费的原材料，可以转换成为人类行为数

据”。25科技公司花费巨额资金进行游说，以防对这种数据的提

取本身或者后续盈利受到任何限制。我们已经从大众消费者变成

了被大肆消费的人，频频被企业为了进一步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而

实验和分析。从这个角度来看，智能手机再次让人感觉像是藏在

我们口袋里的间谍，占据了对我们本人、我们所做所说的一切进

行调查的绝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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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智能手机进行监视第二个方面的批评并非针对商业监视，

而是针对国家。充分证据表明，居住在达拉哈瓦的人的大半生都

在以色列国家权力的监视中度过，这就是他们所经历的历史背

景。对于其他地方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国家进行监视的疯狂

程度的初步了解都来自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

揭发。斯诺登依靠自己作为政府雇员的身份，揭示了美国政府在

收集私人数据方面和商业公司一样贪婪。在斯诺登的揭发之后，

是“剑桥分析”公司获取脸书用户数据的丑闻。这表明通过 

具有针对性的消息传递，个人数据可能会被用于左右民主选 

举的结果。

以上两个观点呼应了当代监视危机的第三个例子。约翰·兰

切斯特（John Lanchester）在《伦敦书评》上发表的文章评述了

两本新书：詹姆斯·格里菲斯（James Griffiths）所著的《中国的

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和凯·斯特里特马特26（Kai 
Strittmatter）所著的《我们已被和谐》(We Have Been Harmonised)
。斯特里特马特认为，数字信息监测是我们目前所知的建立集权

国家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脸书旗下WhatsApp即时通讯的信息还处

于加密状态，但公权力能够获取比如微信的私人聊天的内容和细

节。中国公开宣布了对面部识别等技术保有使用权，所以民众已

经对自己可能被观察监督的程度是有所知晓的。在新冠疫情期

间，智能手机所发挥的监管监控能力再一次变得更为明显。中国

政府能通过智能手机的一些增设功能，确保国民遵循防疫隔离规

定。在以色列，达拉哈瓦人所熟悉的监视系统现在已经作为一种

对健康进行管理的手段，也已经扩展到了全体国民。27

关怀关怀

如果进行监视是智能手机的诅咒，那么进行关怀从一开始表现得

是智能手机带来的祝福。在中国，有大量的宣传强调虽然新冠疫

情首先爆发在此地，但是在中国政府的积极而高效的防控下，中

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为百万分之三，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死亡率

是这个数字的100多倍。28中国用智能手机作为关键工具来抑制了

新冠的传播，其对新冠的成功控制被视为中国比西式民主制国家

更关心民众的证据。

前几章提供了手机作为进行关怀的工具的多个实例，其中包

括，在卢索兹的人帮忙照顾还住在农村老家的年长亲人的方式通

常是通过网络转账。如上所述，在上海，智能手机交流中的可视

元素可以打破代际关系中距离和代沟。相反，在京都的一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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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更倾向于不给自己的女儿发送可爱的表情，因为她女儿可能

会觉得这很幼稚，但这位研究对象会很乐意给自己的朋友发这些

表情。

针对使用数字信息技术促进远距离关怀的问题，已经存在大

量之前的研究。其中不仅包括关于国家内部系统的研究，29也包括

对比如移民社群中30不断增长的跨大陆的关怀需求的研究。我们在

本书中的民族志研究证据表明，我们现在已经从远距离关怀转向

了“跨越距离的关怀”（‘Care Transcending Distance’）。在本

托，有时候研究者玛莉亚雅完全不知道研究对象所指的是哪一个

孙辈：是住在本托的那个，还是住在纽约的那个？通过WhatsApp
即时通讯，研究对象和不管哪一个孙辈进行交流的方式都是一样

的。事实上，在一个独居在圣保罗、女儿住在法国的女士说

道：“我朋友说，我的女儿离这么远，抛弃我了。但是，比起我

朋友和她那就住在圣保罗的女儿，我和我女儿要亲密得多。”

关怀与监视是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在都柏林，许多研究

对象都有照顾父母的经历，他们的父母一般都九十多岁了，这意

味着阿兹海默症发病率很高。当这些老父老母还留在他们自己家

中，监视他们就成为对他们实施关怀的主要方式。在许多调查

点，人们迅速地组建起WhatsApp小组来对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提供

支持；这些群组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共同分担对弱势群体进行监控

的重任。在雅温得，退休人员的子女对他们进行密切监控，以

便“更好地照看他们”。子女们要么让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要

图图9.5 跨越距离的关怀。乔治亚娜·穆拉雷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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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组起非常活跃的家庭WhatsApp小组，其中一两个子女在小组中

通常发挥着进行监控的作用。

因此，在关怀和监视之间没有简单清晰的界限。监视可能

经常代表了真实、长期的关怀，其中包括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

间福利国家实施的某些妥当的关怀行为。同样地，人类学中关

于关怀的负面影响的文献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与移民有关的研

究。31有时候，人们表达关怀的方式包括对他们花钱雇来的护工

进行监视。从中国农村移民到上海照顾老人的护工常常有在监

督下进行工作的经历，这些人的雇主利用智能手机的能力来监

察这些收费护工。在日本，娴熟地应对社会监视（ social 
surveillance），对于维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十分重要。但这也会

让人筋疲力尽，而且如果实践不当，还会被周围社会排斥。在

日本向技术转向，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以及卫生保健劳动力减少

的情况下，理解进行关怀的方式，包括如何在数字化时代进行

社会监督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智能手机也可以成为用来限制或者是协

调自主权利的工具。在日本，大部分关注点集中在对中老年人实

施持续监视的情况下，保障他们的自主性和尊严的方法。32一些

中老年人意识到，拒绝拥有智能手机可以成为确保数字化联络不

会取代实体接触、或者让他们熟悉的固定电话变得多余的一种方

法。但是在若干调查点，以智能手机为基础的监视能让成年子女

放心让他们年迈的父母留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保留一些自主权。

在这种情况下，子女持续的监视保证了父母持续的自主。

意识形态，个人隐私，以及关怀与监视的一线之隔意识形态，个人隐私，以及关怀与监视的一线之隔

监视、关怀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为探讨全球新冠一起过带来

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批判地说，将智能手机作为进行关怀的

解决方式不仅让监视、也让智能手机本身得以摆脱指责。叶甫根

尼·莫洛佐夫33在《卫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用技术“解决”

新冠病毒让国家监控提升到新的水平》。莫洛佐夫认为“在这场

大剧中，扮演好的一面的是解决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起源于美

国硅谷的意识形态已超越自身，现在塑造了我们统治阶层精英的

思想”。这一解决主义的关键就在于智能手机，中国用颜色分类

的智能手机健康分级管理系统就是一个例子。第二天，《经济学

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由手机制造的全球显微镜》，34其

中探讨了谷歌和苹果公司合作开发的追踪手机用户的交际的应

用，以及各个政府在这类项目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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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更像是对本书论点的辩护。我们

看到，应对疫情，各个国家地区并没有直接采用智能手机所具备

的这些潜力。相反，在面对这些技术可能性时，不同地区的反应

出奇得不一致。出现该现象的原因是追踪溯源技术将关怀和监视

的平衡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科技的应用问题成为了一个道德问

题——这又转而体现了各地区不同反应中潜在的不同意识形态。

因此，我们也需要将这些潜在的意识形态纳入我们对“一线之

隔”这一概念的研讨之中。

在关怀与监视之间寻求平衡是一个自古就有的难题。在大多

数宗教中，上帝都是无所不知的存在，祂能看到一切、关心每一

个人。这也是如何做父母的关键。政府也总是宣扬自己对国民的

全面了解是一种关怀。中国在应对新冠大流行中对智能手机的使

用与其“社会信用体系”的理念一脉相承。在该体系下，进行任

何政府定为反社会、反国家的行为将会让公民失去乘坐飞机和高

铁的资格，并让他们受到其他许多的限制。

我们缺少的是普通中国民众对这一制度的感受，这也成为了

研究员王心远所关心的议题之一。她发现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为

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信用体系收到普通民众的欢迎。第一

个原因在于中国从农业社会开始的整体转变；在农业社会，人们

通常至少都知道在个人层面上与他们打交道的几乎每个人的信誉

如何，因此信任是建立在“关系”的基础之上的。如今，中国社

会已不再是农业社会。在城市中，人们对他们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的人几乎一无所知，人们认为这导致了诈骗与弄虚作假高发。对

于很多人来说，国家进行监督监管的目的（打击欺诈）合理正当

化了其监视的手段。35原因之二在于，人们认为中国正在推行的

社会信用体系只是中国向信用体系成熟的西方社会学习的产物。

原因之三，社会信用体系与中国的传统宇宙观相契合。在传统观

念中，至高无上的“天”洞悉一切世人的作为，只有积德行善，

才能改变命运。36因此，要理解中国的情况，必须考虑其内在的

复杂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长期塑造的是一种家长式

的关怀者形象，这一角色通过全面监察发挥作用，这也与中华帝

国的官民关系有着相似之处。

意识形态对于理解欧美等地区面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同样重

要。在这些地区，人们反对监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西方社会将隐私

作为一切的前提。来自东亚的游客可能也会觉得西方人对于个人

隐私保护的痴迷程度甚至有些极端。丹尼尔·米勒在《人的慰

藉》（The comfort of people）一书中认为，对临终关怀患者造成

最大伤害的，除了这些患者自己的病情，就是对隐私保密原则的

坚持。如此的直接后果是，照顾临终病人的医护小组成员往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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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互通病人的情况。可叹的是，当我们团队的成员分享研究成果

时，每每谈及如何利用我们的研究来改善病患福祉时，我们最常

被问到的问题其实并不真正有关病患的福祉，而是我们的建议是

否会侵犯病患的隐私。

对于隐私的关注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意识形态，是因为这种

关注被视为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对于大部分在欧美的民众而言，

个人隐私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这一意识形态是历史上自由主

义之基本意识形态的延续。这种把个人优先置于道德基础的信念

带来了个人作为基本人权来源的理念。“新”自由主义的这一体

系包括了，人生而有权管控自己的所有信息的核心思想，37其衍

生的有关隐私的立场与比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立场相比就截

然不同，后者认为如果国家能够通过收集个人信息来提高社会福

祉，那么这自然就高于了个人权利。

欧美或许是这种“新”自由主义下的隐私权最坚定的拥护

者，但是他们却采取了颇为不同的实践。在欧洲，隐私权通过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等行政条例得到保护。与之不

同的，隐私权在美国的发展则似乎与新自由主义下的政治经济观

保持了一致。在此思潮中，隐私权是与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相关

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亦为当代资本主义合法化的

基础。因此这些权利直接反对了国家进行包括进行“监听”等在

内的干预形式，而非成为服务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工具。38

一旦认识到这些“天经地义”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那么，

就不难理解不同地区对新冠疫情下追踪应用所出现的不同反应。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美国出现抗议政府限制个人自由的示

威，同时共和党的选民可能是最不愿意向基于智能手机的监控妥

协的一群人；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事实证明在韩国等国家的民众

对以个人隐私为代价的公众监测系统最为配合，因为他们以前的

传统就是人们如果做出了任何不妥当的行为，就会被当众羞辱。39

如果这一监测系统暴露出了人们的婚外情，40人们则会用该系统

在抑制病毒传播方面的好处更大来为监测系统进行辩护。韩国的

情况展现出智能手机在非集权统治下也能拥有非常核心的地位。

智能手机不仅仅能用于追踪，还能用于遥感，比如用来测脉搏血

氧饱和度。除此之外，向民众的智能手机直接发送信息，也成为

国家持续向民众更新疫情情况的有效手段。

全球新冠疫情在我们的实地田野调查结束之后不久便发生

了，我们研究团队的成员依然与研究对象保持着联系。因此，在

撰写本书之际，我们还能继续追踪不同调查点事态的发展，并反

思我们对这些调查点之前所做出的分析结论。比如，在日本，政

府试图与任何官方“个人轨迹追踪溯源”技术保持距离，转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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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交媒体作为管控工具。但如图所示（图9.6），对于如实填 

写政府通过LINE即时通讯平台所发送的调查这件事，民众普遍表

示谨慎。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向每位公民发放价值约合9000元人

民币的经济补偿，民众需要先通过“我们号码”认证系统（マイ 

ナンバー）在线注册才能领取补偿金。此举会将民众的社会保障

记录与其他的数据以电子化的形式整合在一起。于是，不少民众

都担心这一系统会泄露他们的隐私，让政府对他们的银行存款余

额和健康记录等私人信息了解得过多。后来由于网站建设质量低

下，在网上注册领取补偿金变得十分困难，导致多地的日本民众

图图9.6 日本受访对象对关怀与监视问题的普遍态度。研究员劳拉

基于采访素材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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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9.7 在都柏林地区流传的趣图。研究员丹尼尔截图。

不得不在市政厅排队数小时以重置“我的号码”系统的密码。41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该事件是人们对日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低下的更普遍的忧虑的一个缩影。

与之相反，在爱尔兰，我们的很多研究参与者都曾在国家

卫生、教育和公务系统工作，他们认为自己作为公民，有义务支

持国家、接受监测。在都柏林流传的一张趣图（图9.7）中，人 

们拿自己打趣。因为在疫情期间当地规定人们只能和同住的人接

触，可见，人们已经将对彼此的监视深度内化了。

最终，在2020年7月，爱尔兰上线了“个人轨迹追踪和溯源”

的智能手机应用。在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要求下载此类应用的国家

中，爱尔兰似乎是响应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两天之内，该应用下载

量就达到了100万次，约占符合下载条件的人口的四分之一。42

总之，出现这一情况的潜在原因还是智能手机不论用于监视

还是用于关怀中的普及性及其强大能力。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头，

同样重要的是，潜在的文化价值观如何决定了技术与当地理想范

式的结合。这就是本书题目“全球智能手机”的意义——智能手

机是一种体现全球多样性，而非压制这种多样性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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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还将简单提及两个更深层次的影响。一是对政策带来的

影响的考量，二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首先，在尊重政策的基础

上，我们显然只能向那些至少考虑到当地文化价值观和人民情绪

的国家学习，在那些通过硬性制度强加行动措施的案例中我们能

学习的十分有限。虽然在韩国和瑞士，治理都大体遵循人民共

识，但他们的政府在疫情中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回应。我们也举

例对比说明了日本和爱尔兰之间的异同。

重要的是，我们对关怀与监视的一线之隔的观点是来自于我

们在疫情之前进行的研究，这说明普通人在处理相关问题上已经

有了丰富的经验。长者照护中的核心困境是在照顾老年人健康的

同时，也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和尊严，而在关怀和监视之间寻求平

衡就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关键。这一点就像父母处理与青少年子女

之间的关系一样，需要双方协商。43比如，每个家长都将管控孩

子的智能手机使用视作一种关怀，但是每个青少年都将这一相同

的举动视为一种监视。本书中比比皆是人们就智能手机使用而产

生了矛盾的例子。

简而言之，在面临如同新冠大流行这般的公共危机时，每个

人都是与之相关的专家。病毒给政府带来的核心困境绝大多数在

于难以解决，且矛盾重重的道德选择难题。中老年人的权利和年

轻人的权利有冲突，接受教育和保持健康的权利有冲突，个人利

益和集体利益也有冲突。这些两难问题随后会受到各地不同文化

的影响，因为各个群体都需要进行内部协商，做出“劣中取优”

的选择，决定智能手机在其中的适宜角色。本研究证明政策制定

者不但应当征询民众对此事的观点，而且民众是有资格提出意见

的——这一资格来自于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努力在关怀与监视

之间寻求平衡积累下来的大量经验。现在，是时候征求普通民众

的意见，并让民众有权参与决定如何平衡关怀与监视。

第二点是进行持续研究的重要性。当新冠疫情不断发展时，

我们创建了名为“新冠人类学”的网站（anthrocovid.com），作

为基于“公民科学”的人类学回应。44该网站为人类学者提供了

一个平台，用来发布他们通过联系当地人而获知的新冠疫情实地

发展的情况。人类学者与这些当地人的联系通常建立在他们之前

的进行的田野调查之上。还有许多类似于我们这样的项目，在医

学人类学领域尤其如此45。其他学科中对不同观点和证据的研究

与这些人类学调查相辅相成。本书的第一章简要概述了其中一些

文献，人类学家快速对这一情况做出反应，如迅速发表了相关文

献回顾的文章的狄波拉·勒普顿（Deborah Lupton），以及汇总

了各项资料来源的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46

智能手机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们希望本书展现了进一步研究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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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手机对人类的影响的重要性，47我们也希望本书在促进之后的

跨学科研究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结语：“自下而上的智能”结语：“自下而上的智能”

这些关于新冠大流行的观点——关怀与监视的一线之隔、普通

公民对此拥有的丰富经验、以及未来合作研究的需要——这又

回到了本书的开头，与之呼应。本书伊始，我们解释了研究出

发点“自下而上的智能”的合理性。我们都需要观察、倾听并

且学习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智能手机。新冠疫情初期，

许多措施都反应了之上而下的科技解决主义，政府选定用于追

踪人们接触轨迹的智能手机应用，并通知其国民进行配合。当

然，开发并完善应用程序背后有着大量的科学参与，但如何协

调关怀与监视之间的平衡则是政治决议。在适当的情况下，政

治决策应该咨询人民的意见。本书最后一节指出，其实一直以

来，人们都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练习协调这种平衡的能力；如果

各种政府更尊重民众的意见，并从中汲取经验，科技本可以更

有效地被民众采纳和接受。

本书全书都以上述这样的理念为依托。如果书中的研究结果与

其他主流的对智能手机的探讨不同，这不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团队试

图让手机看起来“好”或者“坏”，而是因为我们的研究是立足于

对普通人的聪明才智和精湛技能的共情与尊重。如果新冠疫情大流

行从未出现，那么根据我们对移动健康（mHealth）的研究，我们

也有强有力的证据来论证“自下而上的智能”这个观点。我们的研

究发现，正是因为对如WhatsApp48一类的通用型手机应用的创新使

用，才让健康管理真正向前迈进了一步；迄今为止，如此自下而上

的使用自上而下推进的定制型健康管理应用发挥了重要得多的作

用。第三个例子是我们发现了让智能手机变得“聪明”（smart）的

不是基于机器学习的“智能”（S.M.A.R.T）的使用，而是之后

用户对手机内容的创建与调整。

对本研究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单纯依靠对个人和智能手机

的关系进行问卷及调查，我们的整体式民族志研究同样关注夫妻

关系、社群关系、社会网络以及更广泛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这

也体现了本书的写作风格。书中对人物的刻画贯穿始终，这体现

出一种如实反应个体特别之处的人文关怀。我们对构成了结尾章

节内容主旨的“便携传送之家”、“超越类人主义”等概念进行

了概括性分析，这种分析可能符合大多数我们进行研究的人群的

情况，但势必无法符合所有人的情况。理论化和概念化转而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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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高度抽象、过于笼统的特征概括，如此便脱离了民族志观察

中那个混乱而多样的世界。本书中，我们不断地重新沉浸到个体

的故事中，并从个体身上寻找具有普遍性的总结，这正是对笼统

概括的抵制。比如，基于伊蒙的故事，我们对在都柏林的男性的

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我们也在努拉的故事的基础上，对在达拉

哈瓦的女性的情况进行了归纳总结。

我们研究不应否认智能手机设计师、开发者和公司的贡

献——正如我们不时在前文中提及他们的贡献，只是，我们的课

题并未直接对此进行研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

决定了本书的重点在于民族志研究结果，而设计师和开发者不太

可能出现在这些民族志调查点。这也是为什么在本书中其他一些

因素被视为外部性的贡献。因此，我们建议，将这本书的阅读与

其他学科中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我们在第一章文献回顾中讨论

了一部分这些研究。我们“自上而下的智能”的研究路径也代表

了对研究人群的共情与尊重，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不太可能在

其他针对智能手机的研究中出现——我们所关注的人群可以说既

不“年轻”，也不“年迈”，在本书中被称为“中老年人”。我

们对于调查点的的选择不是因为认为这些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

而是它们单纯地代表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这也是本书题目为什

么能叫做“全球智能手机”。

在研究智能手机时，其中的乐趣之一在于了解智能手机能让

人们变得聪明（smart）的多种多样的方式，但这不一定就都是好

事；本书中有关智能手机如何反映了我们的人性和人性缺乏的例

子比比皆是。尤其在面对令人生畏的新科技和新能力，以及其背

后强大无比的公司和国家时，突出普通人为智能手机的未来所做

出的创造性贡献，或许能为人类稍微挽尊。正是普通人把智能手

机的能力从单纯的“聪明智能”（clever-smart）变成了“敏锐智

能”（sensitive-smart）；有了这些普通人，每一部智能手机才变

得独一无二。智能手机超越类人性的潜力可能是由企业创造的，

但是任何你在本书中所了解到的，智能手机使用中的人性或者人

性缺乏，则都是由你在本书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所创造的。

注释注释

 1 Greschke 2012； 又见Morley 2000。
 2 很明显，这是一本有关多样性的书，本章内的这一陈述以及其他类

似陈述背后都有例外情况。

 3 Cairncross 1997。
 4 Jackso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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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这一情况在国际上和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规模各异，时间上也有先

后。见Eriksen 2016。
 6 Alison 2014。
 7 Augé 2008。
 8 Douglas 1991：306。
 9 De Souza e Silva于2014年发布的多篇文章认为手机常常以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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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语境 研究语境 

本书在第一章便指出，智能手机与早期的移动电话相去甚远，智

能手机的功能已发生翻天覆地的迭代，用途非常广泛。至本书结

尾，很难想象现在生活中还有哪个重要领域，或至少是应用前

景 ， 是 智 能 手 机 还 未 触 及 的 。 幸 运 的 是 ， 民 族 志

（ethnography）——人类学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正是为研究智能

手机所面临的问题而量身定做的。在本研究项目中，民族志建立

在“语境整体论”（holistic contextualisation）的基础之上，这意味

着我们所研究的一切都是我们研究的其他一切的语境。例如，为

了理解家庭这一概念，我们会将它放在性别这一语境下进行观

察。而后为了理解人们是如何概念化性别的，我们又将其放在家

庭这一语境下进行考察。因为从不假设，民族志研究学者承认，

他们事先并不知道哪些东西会与他们正在研究的主题相关。他们

的处理方式是努力将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观察都纳入研究。 

虽然我们将语境整体论视为一种研究方法，但它实际上也是

人们现实生活的写照。没有人单纯只与他们的家庭，或工作，或

网络活动，或政治倾向，或饮食习惯相关联。他们与所有这些事

物同时存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在践行语境整体论，民族志

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这种认识与民族志的另一定义相吻合，即

民族志研究的是人们的正常生活环境，而非人为的语境，如实验

室或典型人群。 

整体化并不局限于我们的各个调查点。商业力量、政府管

制、天气或其他因素都可能影响人们的行为。因此，语境整体论

不仅定义了民族志，也超越了民族志。任何东西，无论是否可能

在民族志中观察到，只要有助于理解我们的研究参与者的故事，

都包含在此处的“整体”中。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有时可能会从历

史、媒体或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取素材，如第九章的结论中

所述。但《全球智能手机》的主要重点还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一手

发现，基于我们最主要的民族志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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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理想情况是考虑我们研究参与者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研

究过程中必定会有一个重点，使某些活动优于其他活动。这是由

最初提交给欧盟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的申

请决定的，该委员会为本项目提供了研究资金。申请书中明确指

出研究将瞄准三个目标：老龄化、智能手机和移动健康

（mHealth），我们的后续研究也必须遵循这一承诺。因此，本

书的每一章都聚焦于中老年人，尽管只单独涉及中老人几乎是不

可能的——毕竟智能手机将他们与亲朋好友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研究人员们在一个地方住了16个月，自然也结交了各个年龄段的

朋友，包括同龄人。 

诚然，“中老年人”（older people）这个概念听起来相当模

糊。最初，我们把重点放在中年人身上，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既不

年轻也不年老。但调查点的多样性让我们有了很不一样的切身体

验，比如在日本，一些参与者可能到了80岁都不会感到自己“老

了”；但在乌干达，人们到了40岁可能就被认为是老年人了，这

取决于各地不同的生活方式。这本书的论点之一，就是智能手机

在改变人们对年龄的看法上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正如第七章

所述，使用智能手机有困难的人通常会觉得自己“老了”，而精

通智能手机往往是认为自己相对年轻的一个原因。关于代际关系

的讨论在整本书中反复出现，因为事实证明，智能手机已经深深

融入了代际关系之中。关于本项目在老龄化方面的更多发现可以

参考研究人员的个人专著。所有专著都统一题为《XXX（各调查

点）的老龄化与智能手机》（Ageing with Smartphones in…）。 

除了智能手机和老龄化，本项目的第三个元素便是移动健

康；这也是为什么本书会重点关注健康问题的原因，如第四章所

示。本书在第一章已指出，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研究目标与关于老

龄化或智能手机的研究截然不同，因为关于健康的研究目标更偏

向解决实际问题。其目的在于推动该领域的研究或干预措施的发

展。理想情况下，对各调查点的人群产生直接有益的结果。然

而，随着关于老龄化和智能手机研究的推进，我们对这一课题的

理解与最初的预期发生了巨大转变。简而言之，我们最初着眼于

研究传统的移动健康，即将其理解为智能手机上专门的健康类应

用的产物。但随着研究的发展，我们的研究轨迹发生了转变。我

们发现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专门的健康类手机应用，对我们所研究

的民族志群体产生的影响相对较小。研究重点因此转向了人们如

何通过日常使用的通用型手机应用，如微信、WhatsApp或
YouTube来进行与健康相关的活动。这些研究结果将发表在其他地

方，1但毋庸置疑其对本书涉及的研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例

如，整个第四章和第八章的前三分之一都在讨论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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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 民族志 

如上所述，民族志是人类学家开展研究的首要方法。民族志旨在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对他们进行研究——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并

不止一种。更重要的是，要灵活变通、积极转换方式去了解每一

个特定人群，甚至每一位研究对象。在某地，友谊是通过参加派

对建立起来的；而在另一个地方则是通过参与宗教仪式来建立

的。为了理解本书的研究发现的形成，可以将民族志视作一个分

为四个部分的圆圈，其中每个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融（图A.1）。 

第一个方面包括研究对象，他们被认为是民族志的核心。我

们的团队成员把时间花在他们的研究对象身上，直接与这些对象

一起体验生活。夏洛特和帕特里克都加入了轮转储蓄项目，经常

与项目成员会面；宝琳与一群人定期在桑希尔散步；阿方索积极

参与到生活在圣地亚哥的秘鲁人的宗教活动中；劳拉定期陪伴她

的研究对象去参加“闺蜜之夜”晚餐聚会，并自愿服务了一次健

康体检；希琳则加入了合唱团和缝纫小组。有的参与是源于我们

自己的提议。阿方索、丹尼尔、玛莉亚、玛雅和宝琳都参与到了

教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工作当中来。心远为她的邻居举办了展

图图A.1 该信息图体现了民族志是一个各部分相交融的圆圈。左

上为参与式观察，右上为访谈，左下为建立友谊，右下为咨询当

地服务业人员。研究员王心远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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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而且也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莱拉是圣城的一个妇女团队的积

极参与者。对于研究者来说，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样的参

与式观察上。这是研究中最有沉浸感、最具高度的参与形式。在

这一数码人类学的项目中，我们的参与式观察也延伸到了对网络

世界的直接参与。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这是我们可以随意观察

参与对象的交流方式的另一个领域；比如说，我们就从中注意到

了在日本，贴纸表情在LINE聊天中颇受欢迎。 

第二部分包括了采访。针对本研究当中的三个关键领域（老

龄化、智能手机和健康），每个研究者都达成一致，采访了至少

25个人并详尽记录访谈内容。这并不被视作是正式的样本，而是

被用于了解我们大多数研究对象的共同点，以便进行概括。这些

采访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访谈有助于让人们用自己的话来讨论

这些我们关注的话题；人们让这本书能够包括了许多他们用自己

的方式来表达自我的例子。人们也对民族志学者评估一个群体的

典型特征，并且探究特定群体的看似更古怪的偏好提供了帮助。

这些访谈对于第二章的内容尤为重要，该章对相关舆论进行了讨

论，即人们对于智能手机的看法。有一组访谈则对本书的内容格

外重要；第四章对其进行了总结。 

在这些访谈中，我们请受访者们一一展示他们智能手机中的

每一个应用，并谈论这些应用的使用情况。我们可能接着会问起

其他的细节，比如上一个周他们打了多少个电话，加入了哪些微

信群，以及其中有多少个群是家庭群等。就像在第二章中提及的

那样，中老年人可能会在平常的讨论中忽视自己对于智能手机的

使用，声称他们自己只用手机来发短信、打电话。然而在对他们

手机上的应用进行逐一浏览时，我们则看到了一副截然不同的景

象。事实证明，这些声称自己只打电话、发短信的研究对象每个

人大约使用了25或者30个不同的应用和手机功能。对其中每一个

应用和功能的讨论都会引出一些可能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故事或者

例子。 

然而，在为期16个月的调查中，访谈远远没有你在乡间散步

时与某人进行的三小时的谈话或者在喝咖啡时听到的八卦那么重

要。后者能够引出民族志的第三个部分：友谊。在一个地方生活

16个月却不交朋友会很奇怪。我们在田野工作中所认识的朋友并

不是“假的”或者只是“工具人”，这样的友谊往往是持久的，

即使实地调查期结束了也还会持续下去。本书中的许多关键见解

都来自研究人员在实地考察中所结交的朋友；除此之外，研究者

还获得了许多更为日常的当地知识（图A.2）。我们在朋友允许

的情况下对他们进行描写，并且遵循道德伦理和匿名的原则。向

相关的人表明我们以专业民族志学者的身份在当地居住并试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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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当地的日常生活（也意味着不可避免地要向他们学习），这也

是建立友谊的一部分。 

我们向我们的研究对象解释，他们所提供的见解与知识是如

何运用到我们的出版物和教育中。确保了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我们不乱传播八卦的谨慎态度感到放心。

他们经常会发现，一旦有了信任，与既不是亲戚、也不是他们社

交圈内人的人进行交谈，其实可以很放松。丹尼尔时至今日仍然

与一些他在20世纪80年代在特立尼达进行田野调查时初次相识的

特立尼达人是朋友。这些人起初是研究参与者，但是现在成了丹

尼尔的好朋友。丹尼尔计划很快回到特立尼达，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人又会再次成为研究参与者。 

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存在，在今天，这种友谊能够更持久地延

续下去。友谊的基础在于信任，这也是民族志研究的基础。这就

是使得这些研究实质上成为了合作的原因——不仅仅是作者和研

究对象之间的合作，还有各个作者之间的合作。几乎每个人都对

智能手机着迷，那些成为了我们朋友的研究对象可能也和我们一

样，对试图理解和解释他们对于智能手机的使用很感兴趣。通

常，人类学家会谈论他们最初的见解和分析，然后向这些研究对

象征求意见，看这些见解和分析于他们的经历而言是否说得通、

有真实性。但我们也准备好反驳我们的研究对象，例如，他们的

实践似乎与他们所声称的非常不同。 

民族志研究的最后一个部分包括与当地服务业人员的讨论。

他们可能包括电话维修店的店员、医护工作者、美发师或在酒吧

图图A.2 研究员丹尼尔很快学会了不要在没带果子面包（brack）
的情况下去别人家拜访，这是一种在爱尔兰很受欢迎的水果面

包。丹尼尔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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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场所工作的人士。他们可能是出租车司机、为警方工作或

提供咨询或者心理治疗；他们可以包括政治家，也可以包括清洁

工。 担任这些职位能够获取一些特定的经验，或者具有特别的

观察机会，这些经验和机会能够提供宝贵的额外信息。这反过来

又有助于民族志学者更好地理解当地情境。 

图 A1 中的圆心是模糊的原因是，这四个方面不是单独互斥

的区块。同一个人可能出现在所有四个区块。所有这些都取决于

我们在各自的田野调查点进行长期调研的基本承诺。为期 16 个
月的研究确保研究的不仅仅是轶事，而是寻找典型的行为模式。

这对于建立信任至关重要，因为这反过来又可以让人们在谈论他

们的真实感受时感到自在——而不是他们认为他们应该感受到的

或应该对研究人员说的话。整体情境化的理想取决于同样的长期

研究的承诺。我们需要时间来感受生活在当地社区中的感觉，感

受日常生活的节奏，探索有社区的地方和那些孤立和孤独的地

方。正是在后者中，我们会遇到那些在当地短暂逗留所无法遇到

的人事物。

这项研究源于伦敦大学学院建立的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子学科2——该子学科关注人们日常生活中日益重

要的线上活动。然而，数码人类学与在线民族志不同。该项目的

大部分实地工作包括传统的线下民族志。民族志的在线组成部分

是从我们的线下调研中有机地发展出来的。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

使用微信或 Facebook 与他人互动，研究人员也在日常生活中广

泛参与了人们的在线生活。随着他们成为当地社区的一部分，研

究人员在线上的公众参与已成为重要的社区资源。该项目田野调

查的部分大部分于 2019 年 6 月完成，除了在圣城进行的工作

外，因为那里的研究员还有其他工作。但如今，随着民族志所发

展出的友谊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我们与研究参与者之间的

联系并没有随着实地田野调查的结束而中断。面对席卷全球的新

冠疫情，这种研究的连续性显得更为重要。很自然地，我们的不

少研究员持续关注了当地人如何应对疫情和疫情下的日常生活。

因此，本书中包含的一些观察结果涵盖了这些最近发生的事件，

而不是以实地工作的正式结束而告终。

虽然智能手机的使用是研究课题，但它也正在成为一种重要

的研究工具。智能手机让这个团队能够不间断与同事保持联系，

就像人们相互联系一样。3就像我们的研究参与者一样，智能手机

使我们能够与朋友、合作伙伴和家人亲戚保持联系。新的数字技

术还使我们能够以以前可能无法实现的方式进行协作和比较。在

整个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员每月撰写 5,000 字的报告；然后，

团队的所有其他成员都会阅读这些内容，并每月通过线上会议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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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体讨论。这些会议的内容还包括讨论下个月的研究重点。我

们还通过 WhatsApp 和电子邮件进行了更持续的互动。我们一起

讨论、争论、喝酒和欢笑，我们和彼此分享在田野中的故事，很

自然地，我们也找到了许多可以进行深入比较的内容。

比较与概括 比较与概括 

本项目包含11名研究员，在9个国家共开展了10项民族志研究。

在团队中将个人发现与其他研究人员的发现进行比较和对比的能

力非常重要，几个月的长时间调研会让民族志学家判定人们在当

地使用智能手机的方式理所应当。但通过讨论，他们会开始意识

到，自己所观察到的在某一区域WhatsApp合乎逻辑的用途，在另

一个地方是通过YouTube来实现。此外，人们对于在网上发图时

美化外貌的可接受程度，在各个田野点都不尽相同。在不断面对

其他田野点人群行为方式差异的时候，每位人类学研究者就会意

识到，他们需要去解释为什么事情在当地会按照他们观察到的方

式进行。而且，没有哪个人群比其他任何人群更“天然”，所有

的人群都是当地社会化的体现。 

正如本书中多次提及，我们在划定被比较的单位时非常谨

慎。中国的一处田野点并不代表“中国人”，也并非每个来自圣

地亚哥的低收入中年男子都一模一样。通常人类作为个体的差异

令人眼花缭乱，但本书在多处进行了概括。我们也注意到，民族

志长期研究的重点之一是观察重复和模式，以评估什么样的事物

可能被视为典型，这点与刻板印象不同。例如，描述上海田野点

的人群比爱尔兰田野点更喜欢使用二维码，是基于我们观察的概

括，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偏好是中国人固有的属性，有可能有个别

上海调研参与者讨厌二维码，也可能20年后爱尔兰田野点的人会

比上海的人们更热衷使用二维码。我们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人们随

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规范和期望中成长的结果。如果在另一个

地区开展社交，他们的行为也可能会有所不同。概括不是刻板印

象，因其并非本质主义，本书中任何与行为相关的内容，都不涉

及视为某个特定的人或某类特定的人先天或基本的属性。 

希琳在米兰的一个社区工作，那里有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其

中包括来自埃及、秘鲁和菲律宾的人，以及来自阿富汗的哈扎拉

人，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情境下来到意大利。在处理诸如

国籍和身份等话题时，希琳可能会将她的发现组织起来在意大利

人和移民之间进行对比。但与之相反的是，认识到米兰的许多意

大利人本身就是来自意大利其他地区的移民，使她更能聚焦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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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都市的经历中以寻求更广泛的多样性。她的方法强调去理解个

人在社会、法律和政治分类中的重要性，这个过程涉及到记录下

排斥和包容的经历。关于概括，最后一点争议在于本书由多为作

者共同书写，本书中出现的任何立场和判断，都不必然是每位作

者都完全同意的，我们寻求的是所有人大致可接受的论述。我们

没有在每句后都加上这样一句声明，以免本书显得冗长乏味。 

所有团队成员都开展了比本书所能展现的更多的定量调查。

但我们更愿意将定量发现作为核心定性证据的补充。调查能帮助

我们了解某事件的典型性，但我们不希望优先考虑的是可计算的

因素而非无法量化的因素。比如在第四章中有关人们究竟使用了

多少应用的例子。本书的权威性更多源于长达16个月沉浸式参与

观察的学术成果。在方法论的另一面来看，如果只用一些故事和

传闻同样会给人误导性的印象，觉得田野调查的工作只是奇闻轶

事，这些片段在两周的访问中就能收集完。选择在研究地点生活

16个月的目的是，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者可以观察到日常行为的

普遍模式，因此清楚个体案是合理的典型还是异于寻常的现象，

及为什么。 

研究伦理研究伦理

一个包括了 9 个国家的 10 个同步民族志的研究项目，必定会涉

及到各种道德标准。我们所遵循的研究伦理，其中一些是基于遵

守伦理委员会制定的一系列要求。包括欧盟研究委员会和伦敦大

学学院，以及每个调查点的当地机构和国家伦理委员会的具体政

策。这些政策确保参与者充分了解项目的研究和传播目的，包括

使用同意书和数据保护。我们项目伦理的核心是匿名：人们不应

该被认出真实身份。除非，像某些短片中那样，受访者主动选择

曝光。匿名化可以有多重方式方法。比如可以更改姓名和地名。

在不影响佐证观点的前提下，受访者的主要身份信息也会被更

改。在线工作增加了另一个研究伦理的维度。在某些情况下，人

们可以接受研究员在社交媒体上，观察分析他们所发布的内容，

但却不想和研究员在线上互动。而在其他地方，只有当研究员与

受访者一起在线上互动时，人们才感到自在。

对于人类学家来说，研究伦理的要求其实远远超出伦理委员

会制定的合规要求。在我们的团队中，基本准则是确保我们研究

的参与者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这需要我们对当地和个人所认为的

适当行为保持敏感，例如在信息分享方面。有时，民族志学家还

面临着如何应对突发卫生事件或财务困难的艰难决定。这会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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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如何看待他们或评估他们友谊的性质产生长期影响。此外，我

们需要考量人类学家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所描述的 

“情境伦理”。4在研究中，我们还需要时刻注重人们对其国籍或

性别的感受。

ASSA 团队既包括来自被研究人群的研究人员，也包括来自

与其实地考察人群截然不同的人群的研究人员。5例如，在爱尔

兰，宝琳是一名爱尔兰人类学家。丹尼是英国人，可以被视为昔

日殖民政权的代表。在一些田野点，研究员会雇佣当地的研究助

理。英国研究员夏洛特在坎帕拉，与来自乌干达不同地区并讲多

种不同语言的研究参与者一起工作。该项目是由一位共同研究人

员和她的家人促成的。他们在当地一起长大，在社区中享有盛誉

和尊重。

研究员莱拉是圣城一个社区的活跃成员。帕特里克出生在喀

麦隆，但在这次调研之前已经在国外生活了 10 年，尽管他每年

都回喀麦隆。十年来喀麦隆发生的深刻变化在他作为一个“局内

人”，对十年来喀麦隆的巨变抱持着一种复杂的感觉。这种复杂

的感受也反映在当地人对他的态度上。其中一些当地人可能将他

视为一名西方侨民（mbenguist）——这是喀麦隆人的当地用语。

正如喀麦隆人类学家 Francis B. Nyamnjoh 所言，6民族志是一

种持续的对话，是一种“声音的协作”（collaboration of voices）。7

而当我们的研究主题是智能手机，这种当今社会的主要联结设备

时，关于联结（connectivity）的议题则显得更为重要了。

传播传播 

学术书籍可以根据目标读者以多种风格进行编写，我们在此假

设，更全面地了解智能手机的使用和影响是一个几乎任何地方、

任何人都可能会感兴趣的话题。所以，与大多数社科书籍相比，

本书的写作风格适于更广泛的受众。尽管第九章中的探讨被称

为“理论”，但我们已尝试完全用口语化的表达书写，以便中学

毕业或刚上大学的人也能理解。本系列书籍均作为开放获取书籍

进行出版，可以免费下载全书。在预算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正在

投入翻译，以确保我们调研的人群也可以免费阅读研究结果。除

了通过制作短片这种易于理解的方式交流研究成果外，我们还在

整个实地考察和书籍撰写的过程中坚持发布博客，8以上均可通过

项目网站进行访问。 

恰如正文中所指出，本书的在写作中有意包括了不少简短的

个人“画像”，这些“画像”旨在传达我们的人本主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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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尊重我们所遇到的研究参与者作为个体的独特性格，尊重他们

作为独特个体存在。同时，这也平衡了我们在书中其他部分较为

学术和分析性的论述。除了文字，本书还包括照片和信息图。同

时，为了传达现场的多感官氛围，强烈建议读者观看文中所附的

关于各个田野点的短片。9本书中的每位作者都遗憾于篇幅有限，

对各自田野点成果的选取都相对简洁，远未及更广阔的研究背

景。因此，我们非常欢迎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继续阅读他们各

自的专著。 

注释注释

1 如Duque 2020。 

2 Horst and Miller 2012。数码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也是本

团队中部分成员的背景专业。  

3 参见de Bruijn et al. 2009, 15。本书的序言中有一段文字摘自弗朗

西斯·B·尼亚姆约（Francis B. Nyamnjoh）的小说《已婚但可

约》（Married But Available）。在这个故事中，尼亚姆约虚构的 

人物，“缺爱的百合”（Lily Loveless）是一位在非洲进行研究的

欧洲学者，在不慎丢失了手机的同时，她也失去了她的社交网络、

各种联系人、社会身份、安全感和常态感。该故事将移动电话描述

为民族志的研究工具和主题，它串联起了人们的社交网络，也暴露

了人们的社交关系。 

4 Fassin 2008。
5 关于局外人和局内人的更多讨论请参见Griffith 1998 和 Merton 

1972。 

6 Nyamnjoh 2012。
7 Clifford 1986。
8 本项目的博客链接：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本项目的官网链接：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9 这些短片时长均为数分钟，可以在本项目的YouTube主页上观

看：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8gpt3_urYwiNuoB83PVJlg。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https://www.ucl.ac.uk/anthropology/assa/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8gpt3_urYwiNuoB83PVJ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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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og 6
外包 140
外部性 19–21，27
王心远 （Xinyuan Wang） 

12，31，102，138， 

153，164，169，185， 

198，217，228

网飞（Netflix）61，125
《网络摄像头》 

（Webcam）224
网络诈骗 41，157，217
微信

表情包的使用 193, 图
8.9a–f, 图8.10a–b， 

207，208
城市服务 185，186
公众号 164
朋友圈 64，154，182， 

183，
亲情卡 187，188
三天可见 182
微信红包 185，188，图8.18
微信支付 164，图8.1
小程序 91，92

我们为什么会发帖（Why  
We Post） 15，16，21， 

69，80
无限机会主义（Perpetual 

opportunism）95-122
无限联系 95，96
5G 27，32
五毛党 29
物联网 69，95，193
希琳·沃尔顿（Shireen 

Walton）11，59，177， 

210，228，232
希瑟·霍斯特（Heather 

Horst） 18–20
喜马拉雅（手机应用） 117， 

118
西化 39
西西里 11，111，167，177， 

195
夏洛特·霍金斯（Charlotte 

Hawkins）11，55，83， 

84，114，228，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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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 5，61，75，96，97， 

102，图5.4a，图5.4b， 

104，119，124，128
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213 
消费者 15，213
小米 13，15
孝顺 187，188
新冠疫情 8，20，45，104， 

137，138，193，220
信息公民 136
信用卡 56，130
羞耻感 154
虚拟现实 （VR）110
学术研究 17-9， 41–4 
雅温德 

WhatsApp 113，137，178， 

179，180
上网权限 29，38，54，61
代际关系 211
医疗保险 83
医疗健康 83
唐提式保险 13，179，189
搞笑视频 113  
政府网络权限管制 29， 

46
新兴中产阶级 137，151–3, 

237
电话所有 54
谜语 113
参见喀麦隆

亚当·伯吉斯（Adam 

Burgess）42
研究

传播 234，235
方法 4，8，9，226–35
伦理 223，234

演示文稿（PPT） 124，125， 

204

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 221

《一般数据保护条例》

（GDPR） 218
伊恩·博古斯特（Ian 

Bogost）195 
伊斯兰价值观 204
仪式感 102
移动医疗（mHealth）8,  

156，227
音频

通信 163
娱乐 115–38

银行应用77， 81， 85，146
隐私 183，209，213
保密原则 217

应用

审核90
文化 78，79，193，204

《永恒的联系》 (Perpetual 
Contact) 16

优步 （Uber）105，106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 136
幽灵工作 20
幽默 35，50，78，113， 

166，169，172
有声读物 117
YouTube 2，54，55，76， 

79，82，111，113， 

118，119，128，158，204
友谊 9，132，163，169， 

205，228–30，231，234
语境崩溃 182
语音助手 205
远程控制枢纽 70，95， 

193，202
云 149
斋戒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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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月 118，210
珍娜·布瑞尔 （Jenna Burrell） 

65 
真实 206，207
整体性情境 70
正念 99
支付宝 185
智利 

YouTube的使用 85-6
导航护士 183，184
盗窃恐惧 173
脸书 87
秘鲁移民 5，7，89，99， 

100，图5.2，119，133， 

181
政务服务数字化 100,  

174
中老年人 171–2
参见圣地亚哥

智能手机与智能老龄化人类学

研究（ASSA）

调查点 9–13, 图1.3
研究团队 4，7，8，74， 

78，218–22，228， 

233

中国

防火墙 29，214
命运共同体 31
儒家 31
文化大革命 138
现代化 15
学习强国 31
中国共产党 217
中美关系 32
中秋节 169，170， 图8.6
参见上海

中老年手机 33
中途调整 16
中央集权 14
字节跳动 15
自我改造 138
自我审查 29
自下而上的智能（smart from 

below） 8，21，80， 

193，199，222，223
字节跳动 15
宗教 27，46，99，100， 

124，180–3
宗族家庭 132
Zoom 199





智能手机通常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也许你以为对它足够了解，但真的是这样
吗？为了探寻手机的真面目，11位人类学家分别在亚、非、欧和南美洲进行了16
个月的田野调查，关注当地中老年人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他们深入了解智能手
机如何成为每个人的科技，而非年轻人专属。

通过全球比较研究，《全球智能手机》（The Global Smartphone）一书呈
现了一系列全新视角。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智能手机，不仅是“无限机会主义” 
(perpetual opportunism）的设备，也是我们的居所。本书作者展现了智能手机
如何不仅仅是 “手机应用载体”，并探索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不同看法和使用。

智能手机拥有前所未有的可塑性，因而迅速成为人们价值观的载体。要理解这一
点，我们必须细致体察不同地区和文化的微妙不同：比如中国和日本的视觉传
播、喀麦隆和乌干达的移动支付，又或者是在智利和爱尔兰,人们如何获取健康
信息，同时，在耶路撒冷、巴西和意大利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只有如
此，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智能手机及其对全球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

丹尼尔·米勒，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教授。 
莱拉·阿贝·赫拉，杜鲁门和平促进研究院研究员。 
帕特里克·阿旺都，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后，雅温德大学讲师。 
玛娅·德·弗里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博士后。 
马里莉亚·杜凯，圣保罗广告与营销学院研究员。 
宝琳·加维，爱尔兰梅努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劳拉·哈皮欧·柯克，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 
里奇/皇家人类学学院公众人类学奖学金获得者。 
夏洛特·霍金斯，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后。 
阿方索·奥泰吉，智利教皇天主教大学讲师。 
希琳·沃尔顿，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人类学系讲师。 
王心远，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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