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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eisure is an important phenomenon of modern social and a common need of 
post-modern citizen. Under the leisure state, the individual escapes from life routine and 
experiences the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restored, as well as the identity transition. Within the 
process,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the time and space translocation 、 the disrup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y、social communitas and rite of passage. By embedding the liminality 
theory in leisure experience study, researchers provide a new leisure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to 
deconstruct leisure experience, also to be conducive to explore different kinds of leisure activities`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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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休闲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重要现象。休闲状态下，个体逃离日常世俗，并体验身

心恢复和身份转换的阈限态。该过程中，休闲者体验了时空的移位，身份的瓦解和再建构，

社会的共睦态以及休闲的仪式性。通过将此种阈限理论嵌入到休闲体验研究中，研究者提供

了一种崭新的休闲人类学研究视角，其不仅有助于解构休闲体验，而且将有助于探索不同的

休闲活动特性。  

1．引言 

凡勃仑的有闲阶级论将个体参与休闲活动视作其彰显自我优势社会地位的“炫耀性消费”
行为[1]。而随着我国《国民旅游休闲纲要》的颁布与实施，休闲已经脱离了其阶级性，转而

为提升全国民幸福感以及促进地方服务性消费的中坚力量。 
休闲的本质是个体暂时逃离日常生活以及工作状态，进入“身份消融”的中间态，体验身

心恢复的同时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终回归日常生活的过渡过程。而从日常生活状态进入

休闲时空，完成休闲体验的自我超脱，进而回归日常生活的全过程，必然伴随着阶段转变的“过
渡仪式”[2]，基于休闲的此种特性，Turner将其视作个体在社会经验中的阈限体验。  

2．阈限研究综述 

阈限的相关研究 初是解读传统仪式功能及其象征性的文化人类学理论。van Gennep在
《通过仪式》一书中首次引入阈限的概念[2]。其将人生中重大的转折点藉由分离、过渡和聚

合的三分法进行分割，每两个阶段必然伴随着基于文化记忆的过渡仪式。如成人仪式，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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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文化群体中会伴随着基于自然崇拜的巫礼，个体通过一定的仪式展演进入成人前准备阶段，

在此期间，个体体验既不是少年又不是成人的身份消融过程，并经验对成人期即将来临的不

确定性和模糊感知， 终通过特定的收尾仪式转化为成人的身份。这一身份消融阶段被定义

为人生的阈限期，而所伴随的不确定性和消融性则被定义为阈限性。其后，英国人类学家

Turner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阈限性的研究，其用前阈限期、阈限期和后阈限期来代替Gennep
的通过仪式三分法[3]，并将阈限性定义为模棱两可的中间状态（betwixt and between），在这

种状态下，个体的身份、价值观和现存的社会阶级性均被瓦解，阈限阶段的人脱离了正常的

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开放的反结构（anti-structure）状态，而其所经历的则是下一次重新社会

化前的模糊性。Turner对阈限的重新解读使阈限研究迅速地扩展到人文地理学、政治学、休

闲学等多学科领域。 
纵观有关阈限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关注不同阈限类型的研究；其二

是有关阈限性的研究。而前者又可以分为人生阈限研究以及社会现象研究。人生阈限研究从

Van Gennep提出阈限概念开始延续到现在[2]。其关注伴随人生重大身份变更的过渡仪式，如

出生、满月、成人或死亡[3]。 
社会现象研究则是对人生阈限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其包括宗教仪式而或是具有宗教仪式

特性的日常体验。宗教仪式中，个体通过固定的仪式展演进入朝圣的“空冥”态，体验自我的

消融进而通过结束仪式回归世俗；某些日常体验中，个体同样经历了宗教性的阈限经验。如

中国中原地区的“起脚饺子落脚面”即为进出旅游阈限期时，神圣与世俗间的过渡仪式。过去

的研究中，Foster将露营休闲活动视为阈限体验，指出该阈限状态是打破社会屏障，实现社区

共睦的过程[4]。Van Tine则以短期留学者为例，指出短期出国的留学生在国外经历了阈限期，

归国后实现新的社会化，包括其跨文化理解力的提升和文化共睦态[5]。Lichtmann同样指出社

区大学对学生来说属于阈限空间。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在学校被消融，个体通过学校课程获得

能力的提升，进而面临未来全新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选择[6]。Simpson则以赴英国读取MBA
课程的中国留学生为例，指出出国读取MBA学位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是获取更高职位的过渡仪

式，期间中国留学生面临着回国就业的模糊性以及英国MBA文化是否适用于中国企业的不确

定性[7]。 
有关阈限性的研究以不同的研究语境为依托，从多个视角对阈限状态的特质进行整合。

阈限的异时空特质对阈限状态的时间和空间移位进行了阐述。阈限期本质上是基于时间转折

的过渡（transition）阶段。个体体验日常生活结构的消融、阈限期、重新结构化的阶段性时

间流逝，并从阈限阶段感受时间的非凡体验[3]。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不止是指阈限期的

物理空间移位，而且囊括了蕴含象征意义的地方特性。即阈限的空间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依托

于个体的主观判断，其超脱了绝对的物理空间，是个体存在主义的超凡体验。潘忠党将阈限

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结构性阈限空间（如教堂）和周期性阈限空间（如旅游目的地）分别

是仪式和状态的物理供给场，而情境性阈限空间则超脱了物理空间本质，以个体的存在知觉

为判断基准，如网络媒体空间[8]。 
阈限的活动特性意指进入阈限状态，个体在原有价值观和身份消融状态下所从事的不同

于日常生活的活动[5]。阈限的活动特性 初可以追溯到对通过仪式的思考。阈限状态下的行

为作为人生状态转换的通过仪式，是超脱日常生活经验的行为表征。Shields将布莱顿沙滩游

客的行为视作阈限活动。游客逃离日常生活空间，在沙滩上体验到对日常生活规范的超脱，

包括性、酗酒等行为[9]。 
个体的固有身份在前阈限期被消融，进入阈限期的身份模糊状态，在后阈限期重新建构

身份。阈限期的身份不确定和后阈限期的身份重构被学者广泛地研究。其一，个体的身份建

构受到其社会身份认同的影响。阈限期其固有的身份被分解，新的阈限时空下的社会关系和

社会角色促使个体重新审视其社会地位，进而影响其后期自我的重新建构。Sweeny将女性的

伐木行为视作阈限体验，发现女性通过重新建构性别身份来避免社会污名，该过程包括对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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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身份的消融，通过衣着和行为构建男性气质， 终迎合社会对伐木工的身份预期[10]。其二，

阈限期不止是个体身份重新建构的锚点，也是个体融入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个体固有的

身份在阈限期被消融，从而进入社会群体的“共睦态”。共睦态下的社会关系没有固有的等级

和文化之分，文化和层级之间的互为交融促使个体在重新社会化之前对自我的社会定位、社

会能力进行审视，从而实现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更新。Beckstead将旅行活动视作阈限体验，

指出出行中的空间位移本质上是重新社会化的阈限阶段，个体通过固有身份的消融和重建实

现自我成长，尤其是出行途中与不同文化间的碰撞是反复文化涵化的过程，直接促进了个体

文化认知的成熟和跨文化能力的提升[11]。 

3．休闲体验的阈限性 

休闲体验作为个体追求短暂逃离的社会现象，其时空的移位特性、身份的重构、行为的

不确定和仪式性无不符合阈限特性。 
首先，休闲体验是个体脱离日常的地方芭蕾（place-ballet）[12]，进入新的时空状态，并

重新建构时间和空间意义的过程。这期间，个体首先体验到时间的流逝，Csikszentmihalyi提
出个体在逃离世俗日常的体验中，感受到时间的“飞快流逝”，即所谓阈限态的“心流（flow）”
体验[13]；其次，休闲体验往往伴随着空间的移位，不止包括室外的空间阈限，而且包括“虚拟

空间”的构建感知。 
进入休闲体验，休闲者体验到固有身份的瓦解和再建构。该过程中，个体固有的社会身

份得到消融，并进入暂时的“共睦态”[14]。结束休闲状态，回归日常世俗时，休闲者再次体验

身份的转变，“共睦态”下的社会身份再次瓦解，而再建的身份并非完全与体验休闲之前相同，

休闲阈限态下的角色会与原始“剧本”角色交融，一同构成新的身份。例如参与俱乐部活动的

休闲者在俱乐部往往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并在结束俱乐部活动后影响休闲者的社会关系网。 
休闲阈限阶段的开始和结束往往伴随着过渡仪式。休闲活动开始前的准备活动（如网络

游戏的账号注册或是运动休闲前的准备活动），以及结束休闲重新回归日常世俗时的过渡活

动（如换装或是沐浴）均符合阈限期前后的过渡仪式特性。另外，休闲期休闲者的行为超脱

了日常活动，充满了不确定性。休闲者根据休闲动机和场所性随机采取应对行为，而这种行

为的随机性根据个体的休闲技巧和对休闲阈限期身份剧本的熟悉程度而不同。 

4．结束语 

神圣/世俗的二分法在分析休闲体验时无法对其活动状态进行有效的区分，而阈限理论的

三分法不止在分析休闲的过渡性和仪式性时发挥作用，而且有助于分析休闲的时空特性和身

份重构功能[3]。 
本研究将阈限理论嵌入到休闲体验分析中，证实了休闲和阈限的互为性，以及利用阈限

理论分析休闲体验的可行性。本研究的结果为深入探讨休闲人类学提供了理论依据，未来的

研究当扎根于实证，通过阈限理论探索不同休闲方式的过渡仪式，以及时空、身份建构的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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