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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evolution of Japan Society of human culture. It also
introduc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ngress of Japan Society of human culture which was held recently. The
purpose of writing this article is to show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development as a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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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的成立和沿革、以及新近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全国大会主要

内容的介绍，一窥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的现状和学科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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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学界对文化人类学的定义
1884 年，坪井正五郎 1 等人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
研室为中心，发起成立了“人类学之友会”，1886 年，
易名为“东京人类学会”
。学会定期举办学术讨论会，
展开田野调查，并定期发行刊物。1893 年，东京帝国
大学理学部正式成立人类学讲座，由坪井正五郎担任
教授。
自此，日本的人类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
程。战前，以日本的殖民地台湾、朝鲜以及南洋群岛
1

坪井正五郎(1863 年~1913 年)，日本自然人类学者。1886 年毕业
于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动物学科，随后进入帝国大学大学院攻读人类
学，毕业后于 1889 年前往英国留学 3 年、1892 年 10 月回国后就
任帝国大学理科大学教授。1899 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作为日本
人类学的创始人和先驱者，培养了鸟居龙藏、伊能嘉矩等多位杰出
的人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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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的调查地，日本的人类学先驱者展开了卓有成
效的研究活动。战后，随着在大学等教育机构得到承
认，人类学在继承战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各种
新的理论方法，不断的拓展调查范围和研究对象，其
调查地遍及世界各地，研究主题也丰富多彩。
另外，作为日本人类学的学科特色之一，值得一
提的是，日本的人类学在坚持异文化研究这一一贯方
向的同时，一直致力于与民俗学研究相结合的本民族
文化的研究。
日本学界认为，广义的人类学可以说是一门自然
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领域的跨学科学。但是
日本的学术权威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在对学科进
行分类时，则将人类学归类于自然科学，而将文化人
类学归类于人文科学。作为日本文化人类学界的权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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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吉田禛吾编写的《文化人类学读本》对“文化”
“文化人类学”作了如下解释：“文化人类学、社会
人类学所指的文化，一般包含称之为习俗的行动的一
面和知识、信念、信仰、价值观等观念的一面。文化
又包括语言、技术、经济、法律、政治、家族·亲族、
社会组织、宗教·神话、艺术等方面[1]。”“文化人类
学和自然人类学(即体质人类学)共同包含于广义上的
人类学。自然人类学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及其形成和
发展规律，文化人类学则研究社会和文化。文化人类
学是一门包含史前考古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语
言人类学、心理人类学等领域的综合性的科学[2]。”
关于传统文化人类学和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对象，同书指出：“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
未开化民族或部落社会及其文化。随着欧美化、近代
化的浪潮冲击着世界的各个角落，传统文化遭到严重

3. 设立研究发表的审阅制度
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第 43 次大会通过了包括关于
审阅制度的设立和研究大会的运营等内容的理事会
提案，并从第 44 次大会开始试行研究发表的审阅制
度。
审阅制度的设立目的在于保证研究大会上的研
究发表的高质量。审阅制度的运营由理事会管理下的
审阅委员会负责。对于每一篇申请在大会上发表的个
人报告、分组报告的摘要、以及分组会议的摘要说明，
原则上必须由审阅委员会指定两名以上的审阅者负
责审阅，审阅采用匿名制，审阅委员会不公开审阅者
的姓名。审阅的标准为：
1) 内容是否适合作为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报告
予以发表；

的破坏并不断消失。从这种意义上看，就必须在传统

2) 报告内容的主题是否明确；

文化完全消失之前进行调查并将其记录下来。正是为

3) 报告的准备是否充分；

此，文化人类学至今仍然倾力于未开化社会的研

4) 概要的长短是否符合规定；

究。……但是，文化人类学不仅研究未开化社会，以

5) 有没有与过去(2007 年度以后)的研究大会上

欧美等其他文明社会的村落为研究对象的倾向正在
加强，对美洲和亚洲的都市人类学研究也形成热潮
[3]

。
”

2. 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成立沿革
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是一个以研究人类文化的文

的报告重复。
审阅委员对审阅结果进行综合讨论，并根据是否
得到过半数赞成票作出是否适合参加大会发表的最
终判断。
这一制度的导入有利于保证在文化人类学大会
所作的研究报告具有高度的学术研究水准，以便催生

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和普及

出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

为目的的学会。该学会的前身为创立于昭和 9 年(1934

4. 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第 45 届全国大会

年)的日本民族学会。昭和 17 年(1942 年)，伴随着民
族研究所的设立，学会易名为民族学协会。

以下透过对第 45 届全国大会主要研讨内容的介

战后，日本全国各地的大学很多都新开设了文化

绍，一窥日本文化人类学会的现状和学科发展趋势。

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等专业或课程，并在相关学科、

2011 年 6 月 11 日至 12 日，日本文化人类学会在

领域的相互协作下取得发展。昭和 39 年(1964 年)，日

东京召开了第 45 届全国大会，来自国内外的多名学

本民族学会重新以原来的名称从民族学协会中独立

者在大会上作了颇具深度和广度的学术报告。分组研

出来，其后鉴于学会内外的种种变化，于平成 16 年

讨会涉及的议题不仅区域广及国内外、先进国家和发

(2004 年)又改称为日本文化人类学会。

展中国家，研究对象也从上层社会到弱势群体，呈多

学会组织持续发展，现在会员人数超过 2000 名，

样性。

会刊《文化人类学》(即原《民族学研究》)，每年刊

本次大会上出现包括军队、退役军人与社会的关

行 4 期 ； 另 有 副 刊 Japanese Review of Cultural

系，动物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较有新意的课题的学术

Anthropology，每年刊行 1 期。每年召开１次研究大

报告和研讨。

会，并举办包括在全国各地召开的研讨会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
2

亚细亚大学金柄徹作了“
‘神圣义务’的去向——
‘从兵役问题’看当下的韩国社会”的报告，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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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长期以来征兵制度被作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神

情形。

圣义务来认识，对于此制度的批判、否定被视为国家

此外诸如东京外国语大学大川真由子为负责人

意义上的“利敌行为”而为人所忌讳。但是自 2000

的分组会题为“以回归移民的人类学研究为指向：回

年以后，有关“兵役”的各种问题在社会上引起议论。

归及故乡概念的考察”的报告，以新的视野关注国内

报告中尤其对“有良心的拒绝服役”、
“性别与兵役制

外移民问题这个老主题：认为过去的研究是以从本国

度”等给予关注，希望藉此对当下的韩国社会进行考

到移住地这种单一方向的移动作为中心来展开的。与

察。

此相对，该研究尝试导入回归这一往返的观点展开讨

筑紫女学园大学文学部的森田真作了题为“名为

论，对于在回归这一历史经验迄今为止是如何存在，

占领的异文化接合——战后冲绳美军的社会教育政

如何被解释的，其过程中的故乡的意义，依据他们的

策与琉美文化会馆的活动”的报告，指出战后的冲绳

体验对于回归、故乡等概念进行跨文化的考察，希望

直至 1972 年日本本土复归为止，处于美军的管辖之

能够藉此对回归移民的人类学研究提供新的理论和

下，但是在文化人类学上军队很少被直接作为研究对

观点。

象。该报告主要通过对作为美军的社会教育政策之一

这些主题和内容不仅对于日本文化人类学界来

的琉美文化会馆的事例进行考察，首先就美军对战后

说是较为新颖的，也是中国人类学界乃至世界人类学

冲绳管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其次对冲绳人民如何对

界都比较陌生的，或者说是未曾给予足够关心的主题

待美军的政策，以及军队和社会之相互规定的接合方

和内容，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式进行了考察。
由广岛市立大学的田川玄等几位学者组成的分
组会，从同人与动物的关系相关的“交涉”的观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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