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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费利西蒂·奥利诺《照护仪式：老龄化泰国的业力政治》，探讨泰国老年人

照护实践背后的文化机理 

编者按：本期的区域动态将视野转向当下社会的热点议题——老龄化社会与老年人的照

护问题。当今，人口老龄化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共同面对的棘手难题，给社

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由此带来的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期聚焦

的人类学新作《照护仪式：老龄化泰国的业力政治》（Rituals of Care：Karmic Politics in 

an Aging Thailand）（由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于 2019 年出版）正是对这一社会议题的精彩

探索与回应。本书作者费利西蒂·奥利诺（Felicity Aulino）博士现任马萨诸塞大学阿默

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副教授，长期在泰国开展田野调研，尤

其关注照护、道德实践与社会变革等方面。“照护（care）”一词在英文语境中含义丰

富，包含了从照料、护理的行动到关怀、在意的心理等多个层面。本书中的照护主要指

“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习惯行为”，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性实践。“业力（karma）”又称业、

果报，是佛教信仰的核心概念之一。佛教业力观认为，行为是因，会造就相应的业果。

因此，一个人若想收获好的果报、拥有好的转世，就需要多做善行，即做功德。在本研

究中，作者通过对老年人照护实践以及相关照护场景的亲身参与，洞察到研究对象照护

行为与业力动力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从当下老龄化社会中的照护行为延伸到泰国自身的

志愿服务传统，指出这一联系不仅是个体层面的，更是更加广泛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社会

政治结构的缩影。从学术角度来看，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现象学与政治分析出发，

精彩的具身性研究范例。而从现实性出发，在中国加速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今天，本

书的视角与方法更将为我们对自身社会的理解与讨论带来诸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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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期刊《东南亚研究》（South East Asia Research）于 2020 年发布京都

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速水洋子（Yoko Hayami）关于费利西蒂·奥利诺所著《照护仪式：

老龄化泰国的业力政治》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泰国自称是一个老龄化社会，其 13%的人口超过 65 岁。因此，照护老龄人口正成为一

个政策问题。但是，在当今泰国的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照

护”？这一理解进而如何重塑我们对于照护本身的看法？其向我们诉说了今天泰国社会怎

样的取向？《照护仪式：老龄化泰国的业力政治》是一部内容丰富、文笔巧妙的民族志，试

图对上述这些问题予以回答。该书主要基于作者在泰国 16 个月的实地考察，尤其是于 2008

年和 2009 年在清迈进行的调研。作者从一个典型的家庭护理场景的生动描述开始，然后在

各种可能和不可能的地方寻找照护场景，比如医院、临终关怀培训课程、电视节目、日常对

话甚至学术会议。她的讨论涉及了包括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在内的可以塑造老年人照护

的多种语境，同时也提出了人类学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作者是一位敏锐的民族志观察和分

析家，一位创造性的思想家和引人深思的作家。简而言之，这本书通过深入了解泰国语境，

提供了对照护的另一种理解。最后，读者被引导重新考虑关于照护的假设以及对更广泛的人

类活动的现有观点。读者也会感受到许多泰国人对于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矛盾心理。这部作

品既是对照护的现象学阐释，也是关于如何理解人类行为的人类学专著，就像它对当今泰国

的敏锐观察一样。 

在第一章中，作者用多页的篇幅生动、详细、某种程度上平静地描绘了两个姐妹（与作

者本人一道）照顾昏迷两年的 80 多岁母亲的故事，在读者心中树立了一个典型的照护仪式

的清晰形象。在一个城市的中下层家庭中，他们每天举行两次一小时的“仪式”。通过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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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日常照护行为描绘为完全具身化的习惯性实践，作者重新创造了照护场景的虚拟宇宙。

她质疑现有的以内在取向、道德意图和诚意为中心的照护概念，并在关注文化背景的情况下

寻求对照护有一个更实际和具身性的理解。通过每天重复的行动，照顾者们不假思索地为他

们的业力而工作，将其应用于业力转换。 

为了阐明当地人对这种心态的理解，第二章借鉴了五世纪佛教哲学家觉音大师

（Buddhghosa）的讲经和玛利亚·海姆（Maria Heim）对于巴利语佛教经典“阿毗达摩（论

藏）”（Abhidhamma）的阐析，结合在临终关怀研讨会上参与各种角色扮演游戏的经验，

提供了对照护实践如何具身化的业力理解。与基督教文化中对于自我技术和意图的重视不

同，在这里，自我永远是短暂且处于内心和人际情境中的，心的平静和镇静才是价值所在，

这体现在外在可见的行为、克制和自律中。克制使业力负担最小化，最终通向涅槃。个人意

图和主观经验并不被否定，但它们被认为在根本上取决于与他人的社会交往。 

第三章将重点转向各种社会群体的健康和福祉。泰国人通常认为自己是集体的一部分，

并努力保持集体身份。维护群体和谐是最重要的，成员会采取行动关心社会机体，掩盖紧张

局势以维护和谐，并确认现有的等级制度。这种努力渗透到学术会议、政治和决策、社区治

理、心理社会支持服务和志愿者项目等方面。社会团体的成员通过从事习惯性的仪式活动来

维护面子、声望和等级制度。作者声称，这是泰国社会的“天赋”。道德的核心是习惯性的

行动而不是有意识的判断和抽象的主张，和谐的群体功能建立在维护等级制度而不是平等

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致性而不是个性的基础上。然而，尽管如此，泰国社会还是充满了

不和谐。 

第四章，关于志愿者和志愿精神（jit aasaa），作者将这种精神映射到等级世界观中的

功德和因果业力上。基于主体间的影响和对社会机体的参与，志愿服务是出于社会而不是个

人动机。全国的老年人长期护理志愿者制度是在著名的乡村医疗志愿者制度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国家的外在意图是支持现有的邻里制度，正如政府承认的那样，这种制度在泰国社会

中仍然很强大。然而，作者指出，这些志愿者并没有参与实际的身体照护工作。然后她讨论

了更广泛的志愿服务和志愿组织的概念在泰国社会历史中的演变，质疑志愿网络的进步性。

她的结论是，这些志愿者组织被视为精英驱动的政府社会工程的体现，即“生物政治”。于是，

各种形式的照护被卷入这种政治设计的治理体系中，最终只能强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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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第五章中演变为对结构性暴力的讨论，标题为“照护的暴力”。通过前文讨论的等级

制社会机体关于照护的习惯性实践，人们成为强化压制性的社会形态的同谋。同情和怜悯，

或者照护和庇护，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果业力和报应的逻辑激励和规范了现存的社会等

级制度。宗教意识形态、政治纲领和国家宣传携手合作，形成了一种维持系统性压迫的照护

形式。面对这种情况，作者质疑最近的替代性志愿服务模式能否打破现状，促进平等主义。

虽然有些人努力把他们的工作建立在赋权和平等主义的模式，而不是怜悯和等级制度之上，

但泰国的社会规范与后者密切相关，激进的重新定位仍然很难实现，因为维持现状与照护社

会机体、关怀国家息息相关。 

最后，作者解释了结构暴力是如何通过佛教修辞的使用而被证明是合理的，并通过人们

的日常护理工作而得到强化，后者通过具身化的经验而与权力结构达成共谋。  

为了总结这种“结构暴力的深描”和“对于照护的民族志式参与”（原书第 17 页），作

者再次强调其主要关注目标在于仪式和行动，而非意图和深度。然而，她也指出，简单地认

为等级制式的照护关系本质上是压迫性的，将“忽视即使是最艰难或最不平衡的照护关系中

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和深层的人情纽带”（原书序言第 x 页）。必须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理

解权力，并建议充分承认这些背景可以给我们一个“创新干预的机会”（原书序言第 x 页），

尽管作者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可能是什么。同样在引言中，作者提出，“人们在工作中微妙的

变化……最重要的是为他人提供什么，这可能会使天平转向体现一些新的东西”（原书第 18

页）。这些想法虽然听起来美好，但都缺乏具体的阐释。因此，读完这本引人入胜的书后，

读者对泰国不远的将来感到有些悲观。作者如此巧妙地建立了对现存的业力政治、照护和等

级制度的描述，尤其是在最后两章，以至于让读者感到强化现状的势头远远强于任何改变的

趋势。当然，书中也提到了一些正在引入公平的运动，包括全民医疗保健系统、病人权利法

案以及争取病人和医生之间更平等关系的运动，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充分促使全社会将其

作为当务之急并形成转变。读者连同作者本人，将努力对抗这一结论，并对未来的改变抱有

希望。第一章两姐妹照顾年迈母亲的故事，在其所有具体的和步履维艰的细节中，似乎呈现

了照护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不一定被等级制度所篡夺或串谋。在这个特殊的照护场景，以

及一些其他照护场景中，比如在“不问不说”的社会关系实践中，一个人会把心的力量

（Kamlangjai）传递给朋友，而此时发生的事情并不能完全被等级制度和现状所吸纳。在具

体的身体照护研究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照护涉及的是一种地位较低的护理者与地位较高

的护理接受者之间的向上等级关系。因此，通常是妇女，女儿以及欠发达国家的工人，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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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男子或者较富裕的人提供照护。从这个角度看，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的家长式照护所

涉及的等级关系与前一种具身的照护不同。另一方面，如果把照护理解为一种礼物，自马塞

尔·莫斯（Marcel Mauss）以来的礼物和互惠理论都认为送礼者占上风，从而促成了一种权

力关系。在这本书描述的照护中，权力似乎有两种不同的介入方式：一种是在更具身的意义

上的，另一种是在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中的。我很想知道，对于第一章姐妹们的具身照护与

后面关于照护和等级社会体的讨论，作者会如何建立其间的联系？ 

这些问题是被作者在这本发人深省和令人愉悦的书中提出的论点所激发出来的。所有

学习泰国文化、对泰国日常生活、宗教实践和围绕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政治状况感兴趣的学

生，都应该阅读这本书。它也为理解照护以及道德人类学的新兴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英文原文见 Yoko Hayami. (2020). [Review of Rituals of care: karmic politics in an aging Thailand, by 

Felicity Aulino]. South East Asia Research, 28(4), 488491. https://doi.org/10.1080/0967828X.2020.1826756，编译

转载已获作者授权） 

 

美国人类学协会杂志《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于 2022 年发布香港

大学人类学家特鲁德·劳拉·伦威克（Trude Laura Renwick）关于费利西蒂·奥利诺（Felicity 

Aulino）所著《照护仪式：老龄化泰国的业力政治》书评文章，全文编译如下： 

在近期出版的关注 21 世纪头几十年泰国动荡政治环境的众多民族志中，费利西蒂·奥

利诺的《照护仪式》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这一关于照护的民族志探讨了人们彼此施以照护的

习惯方式，以及这些做法如何与泰国的当代政治和民族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原书第 3 页）。

奥利诺的现象学方法包括描述公共和私人领域的照护，从清迈护理人员的日常个人任务到

泰国志愿服务背后的政治。通过借鉴“阿毗达摩（论藏）”（Abhidhammic）中关于心智的

理论和觉音大师（Buddhogosa）的评论，奥利诺认为上座部佛教伦理在定义泰国的个人和社

会照护概念之间的关系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 

奥利诺首先将“照护”定义为“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习惯行为”（原书第 12 页）。然而，

随着这本书的展开，她反对对这一术语进行普遍主义式的解读，强调照护被复杂的动态和难

题环绕，且有着具体的背景。书的每一章都作为一个点，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更大的照护图景。

我很欣赏她贯穿全书的论点节奏和整体结构。照护并没有被奥利诺浪漫化，而是被置于环境

中并被政治化了。 

https://doi.org/10.1080/0967828X.2020.182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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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首先介绍了护理人员照顾清迈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群的日常行为。基于她在家庭

护理项目中志愿服务的直接经验，奥利诺将照护的仪式方面与围绕业力和功德的信仰联系

起来。第二章进一步探讨护理实践如何受到佛教伦理的制约。与基督教诠释学方法不同，上

座部佛教教导行为不必与个人施予照护的动机一致。在泰国，人们很少强调内在取向和外部

行为的一致性（原书第 66 页）。业力和功德，而非意图，才是照护者行动背后的驱动力。 

在接下来的一章中，奥利诺描述了这些照护的概念是如何被转化，进入到更公开、集体

性的论坛，由组织志愿者项目的组织和专业会议对关于“面子”和照护的形象等议题展开讨

论。通过将这些做法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范围内，她揭示了照护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利于个

人和患者，而且有利于泰国社会。第三章所提供的背景是理解照护者个体的经历与民族志后

几章描述的公民语境之间关系的关键。 

第四章和第五章通过来自志愿服务和流行文化中的例子继续讨论了与泰国“社会机体”

相关的照护。奥利诺对志愿者组织细致入微的分析展示了照护是如何成为重申社会等级制

度的更大国家议程的一部分的。对于功德和业力的积累驱动着这个等级制度和围绕照护的

伦理。正是在这些最后章节中，泰国结构性暴力和照护之间的明显动态被清楚地阐明。在“统

治模式是人们相互提供的手段和机制”和“感觉被关怀”之间是一个两难的难题（第 142 页）。

换句话说，奥利诺细致入微的分析不仅仅关注由国家行为者建立的压迫系统，而且还考察了

等级式的照护关系中个人能动者的作用。在他们的日常活动中，各行各业的人串通一气，在

泰国的统治模式中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主张。 

我觉得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奥利诺展现了将照护和志愿服务的亲密故事与

更大的政治领域联系起来的能力。鉴于泰国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公民社会图景，作者出色地围

绕 2010 年红衫军抗议活动开展田野调查，而没有孤立地呈现近代史上的这一重要时刻。学

者们在撰写这一政治时期的文章时，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富裕/贫穷的分化，这种分

化界定了“红衫军”支持的民粹主义者他信·西那瓦和他的“黄衫军”对手之间的动态，后

者支持了 2006 年推翻他信的军事政变。奥利诺并没有简单地采取对有权者和无权者的二元

叙述，而是开启了围绕社会运动和结构性暴力的更大讨论。 

作为一个同样关注精神实践的学者，我希望奥利诺能进一步深入研究照护模式的社会

理论，以支持她在民族志的前半部分对仪式和个人意图的批判性讨论。奥利诺对“阿毗达摩”

（Abhidhammic）关于心智的理论和觉音大师（Buddhogosa）佛法评论的分析为泰国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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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义提供了重要背景，但这对它关于仪式和等级制度的更大论点而言并非必要，她的民族志

分析已经支持了这些论点。 

人们不需要对医学人类学或佛经有复杂的理解，就可以从丰富的民族志中获益。奥利诺

对清迈护理社区的生动描述，对从事医学人类学、泰国研究和宗教研究的学者，以及围绕照

护、权力和民族身份认同展开的更广泛辩论，都是有价值的。对于在东南亚背景下探讨这些

主题的研究生或本科生研讨会而言，单独的章节或者整本书将是一个极好的补充。这本民族

志应该是从事志愿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学者、活动家和从业者的必读书目。看看他们的工作将

如何把这种民族志与泰国内外的其它案例进行对话，将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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