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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实践下的地方认知：非表征理论与南京马拉松
黄敏瑶，
张 敏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 210093）

摘要：以 2016 南京马拉松为例，
从非表征理论出发，
调查跑者身体在时空间中的具身实践，
分析
身体的瞬间潜力如何与生命经历共同作用于个体对地方的认知。研究发现：
具身实践下的地方
认知是运动与感觉的产物，它与自我认知相继出现、相互促成，并呈现为褶皱式渗透、交错过
程；
情感在实践的当下时刻作用于身体，
造成瞬间的身体强度变化和心理情绪波动，
影响个体对
地方的认知能力；
瞬间触发的地方认知以原先身体经验为基础，
并为将来的实践与认知提供新的
原料。研究借助马拉松这一极限运动，
详细刻画情感触发所建构的身体-空间关系，
强调具身实践
中瞬间与经验的辨证关系及二者共同作用下的地方认知，
丰富有关身体与地方的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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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在特定的地方活动，基于对空间元素的体验和其他生活经验，形成对地方信息的
编码及对地方意义的解读，即构成了地方认知[1]。不同层次的地方认知引发人们对于地方
情绪和态度的变化，并进一步决定了他们在地方中的行为[2]。因此，对认知过程及其规律的
探讨，有助于阐释个体与地方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帮助深入挖掘地方的独特价值与意义。
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相关研究中，地方认知的实现可划分为记忆的积累、信息的获取等间
接认知，与实地的体验、思考等直接认知两种方式[3]；而个人的身份背景、主观意图，地
方的空间特质、地理文脉都会对认知过程和结果的产生影响[4,5]。但其中，身体对地方认
知的作用，就如身体对于地理学其他知识的作用被低估一样[6]，常常被忽视。近年来，以
现象学传统，尤其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思想为发端，指导的认知科学中具身取向的
范式研究，开始关注作为认知主体的身体及身体所处的时空情景[7,8]。认知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身体，而身体是嵌入其所在地方的[9]，身体通过实践将客观的表象空间内化为“身
体-空间”关系 [10]，并进一步决定了地方认知的内容及方式。这也就意味着，身体、认
知、地方三者相互关联，需要被共同纳入到身体与空间、自我与地方的研究工作之中。
本文着重探究具身实践对地方认知的作用及其过程，力图为地方认识的形成提供一
个基于身体的解释，丰富有关地方的地理学知识。具身实践强调实践过程中人的生理体
验与心理状态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身体的结构、活动方式、运动和感觉体验都会促使
人不断发生认知和心理状态的变化[11]。本研究假定这种身心的变化和联系进一步作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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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对地方的认知，这个过程不仅关系到人对地方的感知，即段义孚所指的身体从环境
中获得的一种融合了视觉、声音、气味等等的感觉[12,13]，也影响到情绪的产生，并重塑地
方对个人的意义 [14,15]。选取城市马拉松这一身体的极限运动为例，试对上述观点进行求
证。近年来，马拉松赛事在中国城市快速兴起。中国田径协会的“中国马拉松官方大数
据 （http://www.runchina.org.cn/） ”显示，从 2011 年全国共举办 22 场，41 万人次参赛，
到 2016 年举办 328 场、270 万人次参赛，举办马拉松成为各地热衷的城市营销手段。但
是赛道的组织和城市空间的展示，至少对马拉松跑者而言，其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尚需探
究。也即探讨运动中的身体和空间发生了怎样的交互过程，个体在运动中如何以及形成
了怎样的地方认知。本文以南京马拉松为例，运用非表征理论对身体实践和地方认知形
成过程进行剖析。

2 具身实践与非表征理论的回顾
20 世纪 90 年代末，Nigel Thrift 等人融合了现象学的观点，开始重新思考身体的本质，
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非表征理论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简称 NRT） [16]，形成了一
套时空间研究框架。NRT 吸收了海德格尔关于人“在世界中存在”（being in the world）
和梅洛庞蒂关于前意识和身体知觉的观点，强调身体实践和主观感受的作用[17,18]，主张意
义和身份都是通过具身实践创造的，而非社会文化结构的预先设定[19]。非表征理论又被
称为是关于实践的理论，它的核心观点就是人们通过持续的、运动的实践来理解日常生
活的世界[20]。
运动 （movement） 和感觉 （sensation） 是具身实践的基础。在 NRT 视角下，实践具
有具身性的本质，即身体本身的能力决定了人们如何实践 [21]。Thrift 强调，在实践过程
中，重要的不再是身体是什么，而是身体能做什么[16]。马苏米指出，身体最重要的两个
特性就是能运动和能感觉[22]。首先，身体的存在是以运动为基础的，运动及其隐含的空
间性是人们实践经历的核心所在。运动捕捉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与流动，是过程性的、有
反馈的、无意识的结果，有助于个体掌握时空间中的恒定与变化。其次，身体是感觉的
主体，感觉区分并连接身体内部与外部空间，强烈的感觉体验能够帮助构建身体的物质性
和空间性，是个体的认知世界的重要途径[23]。最后，运动和感觉两大特性存在着特殊内在
关联，个体不仅能够在运动的时候感觉，也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运动。身体指引自己的运
动，召唤出感觉，感觉彼此折叠、共鸣，互相干扰、强化，以无法量化和预期的方式在
运动中再次展开[22]。在这过程中，情感 （affect） 作为预先的个人状态被触发，使得身体能
在不完全意识的实践过程中被其他身体或对象影响，通过能量的提升或减弱，引发具身
实践的瞬间变化，并进一步传染、影响其他身体和对象[24]。因此，NRT 强调具身实践过
程中“正在发生”（taking place） 的当下时刻的重要性[25]，身体的强度和趋势在每个当下
不断发生改变。Andrews 回顾了目前 NRT 在运动地理学 （sports geography） 中的应用，
总结了节奏 （rhythm）、动量 （momentum）、生机 （vitality）、传染性 （infectiousness）、
迫近 （imminence）、遭遇 （encounter） 等反应身体运动即刻性 （immediacy） 强度和趋势
的测度能够帮助反映体育运动的“原始表现力”[26]，构建出运动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27]。
目前，非表征理论关于运动的研究表现出了对具身实践的强烈关注，并已取得广泛
的研究成果。但是，既有研究大多停留于身体“当下”状态的描述，没有深入解读情感
在具体时刻对具身实践的影响机制。同时，由于过多地强调了瞬间的潜力与希望，研究
者普遍忽略了生命作为个体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体验，以及这些瞬间是如何被串联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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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NRT 有关实践的核心理论，同时为突破上述
局限，本文将建立瞬间与连续时间共同作用下的具身实
践-地方认知研究框架 （图 1），了解身体是如何在空间
中开展实践的，产生了怎样的地方认知，并进一步深入
具体瞬间中情感的触发与表现，分析瞬间与更广阔的时
间维度之间相互作用，及它们共同作用下的地方认知。
具体来说：① 借用马苏米对身体的思考 （也是 NRT 中
广泛采用的身体定义），从身体能运动和能感觉两方面
的特性，调查个体的具身实践过程。在这过程中强调身
体的节奏和遭遇如何建构起了“当下”时刻身体与其所
处空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促使具身实践成为认识地方的
重要途径。② 将“情绪”作为调查的中间变量，通过
情绪的连续变化状态透析情感在具体瞬间的体现和对认
知能力的影响，为情感对地方认知的作用机制研究提供
图 1 概念框架示意图
更有力的支撑。在非表征转向的人文地理学中，情感
Fig. 1 Conceptual framework
（affect） 和情绪 （emotion） 是两个相互区分的概念。
情绪基于主观意识与身体感觉，是文化与自然的双重作用结果；情感则强调去除了外部
结构的身体本身的能力[24]。通常情况下认为情绪是一种可以被感知与表达的状态，情感
却无法体现在人的完全意识之中[28]。哲学家斯宾诺莎定义情感为一种身体影响或被影响
的能力；马苏米进一步指出情感代表了一种身体当下的未来性变化趋势[22]；Thien 总结了
西方精神分析学中对情感的研究，指出“情感就是情绪怎样做”[29]。可见，情感虽然无
法直接被人觉察和描述，却可以通过对当下和下一时刻的身体状态和情绪变化来刻画。
③ 在此基础上加入对瞬间与连续经验之关系的思考，将过去、当下、未来共同纳入地方
认知的研究框架，以弥补非表征理论对具身实践在时间维度上的诠释不足。后现代空间
哲学家德勒兹提出了“褶子”（fold） 的概念，指代精神和物质实践的各种状态，每种状
态都是延伸的无穷变异曲线 [30,31]。这种由无数“褶子”，也即无数瞬间状态构成的曲线，
在 NRT 这里称作日常生活连续的“湍流”（on-flow）。“湍流”中存在着许多无意识
（non-consciously） 或不完全意识 （less-than-fully consciously） 的实践[32,33]，人们通常可以
反应自己“做了什么”，却无法解释其意味着什么。不完全意识的具身实践虽然不会促使
身体主体产生对所处的地方的清晰印象，但身体与它所处的环境，包括周围其他身体、
对象之间构成联合的共同体，它们共享着相对的空间位置、运动形式，创造了超越个体
的情感流动[34]。无意识也意味着连续与变异的可能，人们是如何在这种富含变异的“湍
流”中与去过、未来的时空间连接和融合的，是本文所需做出的进一步探讨。需要指出
的是，非表征的思维方式的通常是非线性的，没有固定的研究范式，需根据不同的实践
对象，将不同的话题组合起来 [21]。而本研究中，通过运动-节奏、感觉-遭遇、情感-情
绪-认知能力等概念的定义与相互关系的设计，可以帮助深入解析具身实践在每个瞬间的
体现，及其在不同时间维度对地方认知产生的作用。

3 研究案例与数据来源
马拉松运动中，跑者的身体不仅被从死板的建筑物中解放出来，也从日常的身份束缚
中解脱出来，成为接触、理解地方最直接的主体，为研究人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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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文以 2016 南京马拉松全程马拉松参赛者为主要调查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问卷调
查和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见证”比赛，了解跑马者的具身实践以及他们对地方的认知状况。
3.1 研究案例
2016 年第二届南京马拉松于 10 月 16 日举办，来自 20 多个国家的 2.1 万名参赛者共同
参赛。南京马拉松的赛事路线 （图 2） 涵盖了玄武湖、新街口、钟山风景区、明城墙等
南京著名的自然与人文景观。赛道地形丰富，为跑者提供了多样化的运动环境和认知对
象，为身体与空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此外，南京马拉松对选手设置的门槛
较低，涵盖人群广泛，专业程度差异大，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

图2

2016 南京马拉松赛道线路图

Fig. 2 Route map of 2016 Nanjing Marathon

3.2 数据来源
于 2016 年 10 月 16 日南京马拉松比赛现场进行实地调研，主要过程为：① 研究者同
2 万名跑者一起于南京奥体中心开跑，通过参与式观察，拍摄赛道风景，体验人群气
氛，观察跑者行为，同时与周围的跑者交谈，询问身体的实时感受；② 在完成迷你跑
（5 km） 的赛程之后，研究者返回赛事起终点，在不打扰选手休息的前提下，对 20 名全
马完赛选手进行 15~30 分钟的半结构式访谈，主要询问他们在比赛过程中身体的变化、
感官的作用、情绪的出现、与周围其他人或事物的互动等具身实践的体验。另外，在选
手休息区发放问卷 100 份，有效回收 64 份，获取跑者的基本信息、完赛情况，身体的视
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运动感觉的体验，以及赛后对南京城市的认知地图和赛
道-情绪变化表；③ 赛事结束后研究者进一步在互联网上搜集参赛者的照片、赛后日
记，对 5 名参赛者进行了电话、网络访谈等补充调查。

4 时空中的具身实践
为了掌握马拉松的具身实践中运动与感觉的原始表现力，引入“节奏”和“遭遇”
两个概念，以描述身体的瞬间状态。跑步作为一项单调的重复性运动，也常常被看作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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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节奏”的生产过程：当跑者掌握运动的节奏，身体表现为专注而无意识的流动状态，
帮助个体更自然地预测周围环境并做出相应的反应[35]。同时，马拉松42 km的赛道串联起了
南京城市的街道与城市空间，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感觉“遭遇”的集合：身体与其他身体
或对象的不期而遇，形成时空奇点，并进一步表现为身体与其所处时空关系的变化[25]。
4.1 运动与节奏
在奔跑过程中，跑者通过感受身体内部的运动节奏，体会外部世界的节奏，以形成
对地方的认知。通过不断重复的跑步动作，跑者们慢慢形成自身节奏：双腿的迈动、手
臂的摆动，各个组织协调一致，连续运转。此刻的身体运作几乎是自动的，其知觉-运动
系统能力通过对跑步姿势和频率无意识的调适，将外部空间的轮廓直接纳入了肌肉的意
识之中。“开跑时，人很多很拥挤，我在撞到别人前就会降低速度或者改变方向，不会让
身体离得太近，而是稍微保持些距离来跑，避免身体的碰撞”（受访跑者 A）。跑者无需
刻意思考，身体便自动执行“自动减速绕道”的自我保护行为，人群如进行着“布朗运
动”的粒子，不断互相改变运动方向，混乱又存在着内生的秩序。空间通过运动被连贯
起来，运动本身成为了对地方的认知方式。
地方的元素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赛道环境、周围人群与对象的转换，引发了身体
对地方的高度意识，带动了运动节奏的改变。“听到音乐之后，感觉人一下子振奋了，速
度立刻就提上去了……因为跑步就是一种快节奏的运动，它需要与强烈的鼓点形成配
合”（受访跑者 B）。音乐的节奏性通过人的听觉系统，经由神经系统的引导，对肌体的
生理活动产生了调动作用，使得听觉与肌肉的运动感觉互为交互：肌肉的紧张与放松在
听觉的作用下自然交替，跑者身体内部的节奏、外部音乐的节奏和具身运动的节奏重新
切合统一起来，达到跑步的最佳状态。除了声音的出现，天气状况的改变、赛道空间的
转折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都影响着运动的节奏。“太阳一照，我就出汗了，速度也开始下
降。跑到阴凉的地方感觉就好一些”（受访跑者 C）。“下坡的时候要控制一点，上坡的时
候要压一点速度，防止心跳过快”（受访跑者 D）。身体成为一种遭遇时空的形式，在与
别的对象、时空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塑造着自己，使其节奏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这种协
同性也为身体提供了一定方向和速度，促成新的运动姿势、速度和可能性。
4.2 感觉与遭遇
身体运动的认知能力，使跑者们在马拉松赛道上得以摆脱文化表征的束缚，感觉作
为身体与外部环境直接作用的产物，上升到了更为重要的地位。感觉作为身体的基本属
性，又可以分为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其中外部感觉是由外部刺激作用于感觉器官所引
起的，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内部感觉反映的是身体本身各部分运动或内部
器官发生的变化，包括了运动感觉、平衡感觉和内脏感觉等。
4.2.1 外部感觉 运动允许个体将接触到的空间和对象纳入感官系统，身体的感觉永远存
在，在这过程中对地方的认知不断加强、减弱，被重新构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视觉
是日常生活中最常使用的感官，也是个体最熟悉和最重要的身体感觉。不少跑者提出了
放慢速度，欣赏城市风光的重要性：“看到很好的景色，我会停留一下拍一些照片，总统
府、中华门、玄武门、玄武湖，这些我都拍到了”（受访跑者 E）。跑者们利用双眼，和
取代眼睛的摄像设备体验、记录经过的时空，接受、吸收着地方。虽然视觉总在无意中
主宰着人们的注意力，但是对外部环境的感觉并非分立的，在遭遇到不同的对象时，各
种感官体验会在不同时刻强化。身体主体从感官的刺激中选择那些“突然出现”或者
“对己有益”的部分[36]，并且引发着身体的强烈回应。“在 15 km 附近，我吃到了一个夹
着榨菜的吐司，里面的咸味很明显的刺激到了我”（受访跑者 C）、“跑到中山陵那儿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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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一下子变得特别清新，还有一些雾蒙蒙的水汽，我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受访跑者
E）。遭遇不一定是直接的接触，口味、气味、声音等地方要素也都无形地根植于环境刺
激的复杂网络之中，它们伴随着运动出现，使得嗅觉、味觉、听觉前景化地突显，并占
据身体感觉的核心作用。由此，感官系统不断被重新建构起来。
在城市空间中奔跑前行，遭遇使得身体不断得到不一样层次的体验，在一种感觉背后
隐藏另一种感觉的特性。这些复杂的外部感官联结着的身体和它经过的时空，使跑者产
生了对地方深刻的感受与理解。最终，身体在时空中具身实践而产生的一系列遭遇，使
得跑者对地方的认知成为了视、听、嗅、味、触等感觉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多重感官体验。
4.2.2 内部感觉 马拉松之所以能成为一项特别的运动，是因为它存在着“撞墙”（the
bonk） 的特殊时期，即跑者与自身能力极限的遭遇。马拉松比赛的中后程 （35 km 左
右），跑者出现跑不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此刻，跑者们的遭遇不再是客观的物质
存在，而是这堵从身体中分化出来的“墙”。“撞墙”不但是跑者对生理极限的超越，更
是个人的耐力和毅力的表现。
当跑者遭遇“撞墙”期，个体与外部世界进入相对分离的状态，对自我的认知意识
增强。身体的外部感官体验消散，所有感觉向内集中，肌肉和身体成为他们最突出和最
普遍的感觉器官。身体既是我们运动的工具，也是感觉的重要组成部分[37]。当痛苦的时
刻来临，身体作为复合有机体，各部分机能不再分立，而是回到一个共享关系的整体之
中 [38]。“10 km 脚底板就开始疼，20 km 手臂和腿部的肌肉开始感到酸痛。到 30 km 之
后，体力完全跟不上了，人变得特别疲劳，我开始关注自己，没时间看别的东西”（受访
跑者 F）。当开始了酸痛、疲倦、衰弱的感觉，运动便不再是平滑连续的动作，身体与环
境共同形成的流动被打乱，二者处于激烈地对抗之中。跑者很难再专注于其他事物，赛
道风景不再有形，此刻对地方的认知是混乱、模糊的，而“撞墙”的遭遇对内折射，促
成了对“自我”的认知。一方面，随着身体物质性的突出，痛苦的感觉越来越占据具身
实践的中心，内部感觉提醒着跑者身体的存在，“自我”意识便在逆境中出现了。另一方
面，在道路上奔跑、穿越这些运动背后涌动着的参与精神，提高了跑者自发的自我认
知。正如村上春树所说的那样：“跑步几乎达到了形而上学的领域，仿佛先有了行为，然
后附带性地才有了我的存在——我跑，故我在”[39]。
人文地理学中，地方与自我一直是辩证的关系。海德格尔用“栖居”的概念描述自我
与地方的关系[40]，Casey 指出地方是自我的一个隐喻，发现地方即是发现自我的过程[41]。
在马拉松运动中，地方承载了跑者们发现自我的具身实践，对自我的认知也被铭刻在对
地方认知之中。在遭遇不同环境的时刻，跑者内、外感觉强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身体
适应环境的同时也抵抗着环境。外与内、地方与自我在不断向前的延伸中扭转，构成了
马拉松运动中的“褶子”（图 3）。德勒兹形容“褶子”为“世界与灵魂的相互碰撞”，而
在本研究中，世界与灵魂就对应了跑者对地方与自我的认知。地方是承载自我意义的空
间，而自我是理解地方内涵的本源，二者既相互渗透又相互分离，并在不同时刻影响、
强化对方的个性，共同嵌入身体与时空作用的厚度之中。

5 时间维度下的地方认知
运动的节奏与感觉的遭遇在身体与空间作用的瞬间发生变化，情感作为预先的个人
状态在每个当下时刻产生作用。通过对跑者情绪变化与认知地图的分析，可以帮助了解
无意识的情感触发对个体瞬间地方认知的影响。同时，身体过去的经验，以及未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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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马拉松具身实践下对地方和自我认知的“褶子”

Fig. 3 Embodied practice in Marathon and cognition folds of place and self

的延续也是影响认知内容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地方认知的研究还需要放在
一个连续生命时间的框架下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这就需要在对情感分析的基础上加入瞬
间与经验延续的关系的讨论，解析具身实践下的地方认知是如何在不同时间维度体现的。
5.1 情绪与认知：
“当下”瞬间的情感触发
马拉松的具身实践是跑者此刻“存在”于地方的一种方式，在无意识的重复运动
中，当下瞬间被无限放大。“世界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没办法去思考，唯一能做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跑下去”（受访跑者 G）。虽然跑者们能关注到的只有此刻的动作与感
受，但是每一个时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前进并变化着：身体在与周围的时空和其他身体、
对象接触的瞬间，“情感”作为一种身体影响和被影响的能力被触发，它改变了身体状
态，为下一时刻具身实践的强度与趋势预设了位置。为了进一步了解具身实践过程中，
瞬间时刻情感对跑者认知地方产生的作用，邀请跑者画出完赛之后对南京的认知地图，
并在此基础上绘制赛道-情绪变化量图 （图 4），将 42 km 的跑道按照 3 km 的间隔，简化
为 14 个主要阶段，请受访者按照自身的情况，从积极 （愉悦） 到消极 （痛苦），为每个
阶段的心理情绪状态从 5~-5 打分，描绘出跑马过程中在各个路段附近的情绪变化，并解
释产生变化的原因。
心理学家 Fredrickson 提出积极情绪与认知的建设关系，认为情绪能扩展或抑制个体
的认知和行动范围[42]。对比每位跑者对地方的认知地图与情绪的变化状况，发现情绪的
波动与认知的发生有着明显的相关性，而情绪的变化也是情感触发，引起身体能力变化
的时刻。“刚开始的时候，赛道风景真的很赞，身体放松，心情就特别好”（受访跑者
H）。当“美好的、舒适的、自然的”的环境或事物出现时，外部感觉主导了跑者认知地
方的方式，赋予他们“兴奋、愉悦、美好”等积极的影响，这种情感影响提高了跑者们
的身体能力，运动速度提升、感觉强度剧烈，身体被推向前进。跑者也能更投入到对地
方的感受之中，对地方的认知清晰而强烈。如图 4 所描绘的，受访者的情绪在报恩寺、
玄武湖附近不断上升，此刻情感作为描述情绪变化的动量处于向上加速的趋势。在情感
的作用下，身体进入活跃的积极状态，受访者对这些地方元素的认知能力增强，他们绘
制的认知地图表现为局部节点的放大。“到从江东北路这一段开始，出现了隧道，我进入
了疲劳期，心情很低落，速度明显下降”（受访跑者 H）。沉闷的赛道、坡度的出现，对
跑者产生了消极的情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跑者的运动速度与能力，对地方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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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受访跑者赛道-情绪变化与认知地图
Fig. 4 Route-emotion charts and cognitive maps

知逐渐模糊。正如图 4 中所表现的，赛程过半后，尤其在模范中路到江东北路之间，受
访者的情绪普遍开始下滑，情感处于为负向收缩的趋势，进一步降低了个体的认知能
力。受访者的认知地图往往缺失这些地方的内容，甚至多数跑者都无法清晰地回忆穿越
了多少个隧道。“快到终点时，感觉自己情绪波动开始变大，欢呼声断断续续多了起来，
我重新开始了冲刺”（受访跑者 H）。在图 4 中，受访者在马拉松终点附近情绪恢复为积极
愉悦的状态，奥体中心、河西 CBD 等地方元素重新出现在他们的认知地图中。总之，瞬
间的情感作用使得跑者运动模式不断发生调整改变，对地方的认知也在不同时刻被强化
或削弱。
5.2 瞬间的潜力与经验的延续
马拉松的具身实践不仅带来了当下时刻的情感触发，而且重新形成中的地方认知必
然联结着身体的过去，并关乎于身体的未来。首先，跑者对地方的认知是不断变化的，
它并非实践的某个瞬间产物，而是以身体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由于我平时习惯在钟山
风景区那儿跑，所以龙脖子那儿的坡道对我来说影响也不大”（受访跑者 A）。“今天从我
家门口和母校附近路过的时候，我感觉特别带劲，这是我熟悉的、带有我特殊印记的地
方”（受访跑者 D）。胡塞尔提出“由于滞留现存在此，所以就有可能在对被构造的体验
以及对构造着的相位的反思中觉知到”[43]。梅洛庞蒂指出身体的存在是一种前反思 （prereflective） 的状态：在反思的主体出现以前，肉身化的主体已经在世界中存在了。这时
候，我们的身体不仅当前的肉身，更联结着所有过去的回忆和体验[44]。身体的习惯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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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虽然不能被反应在完全意识之中，却促成了个体与地方之间新的联结关系与解释路
径。先前的实践经验在“跑在熟悉的坡道”或“看到回忆里的事物”的瞬间激发、唤起
当下的情感，过去对地方的认知在这一时刻得以重构。与之对应，当下的情感触发，也
提高了运动过程中身体能力的潜在刻度，为未来的实践提供经验和动力。“我的目标不是
跑的更快或者更远，而是拥有更加敏捷、有力量的身体，可以更好地支配身体”（受访跑
者 G）。跑者们承受马拉松的磨难，并不是为了与他人或时间竞争，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
抵抗力和持续力，削弱疼痛感和疲惫感对自己的影响。比赛结束后，经验演化为身体的
一部分，也为下一次瞬间情感的触发提供基础。
过去-当下-未来在具身实践的当下被连续起来，瞬间的潜力与经验的延续共同构成
生命的横向力量。这里的时间不是一种客观的概念，而是被身体记录下来的前反思状态
下的经验时间，它在连绵的生命中被显现出来。过去的经验影响着当下的身体，先前对
地方的认知不断模糊，新的地方变得清晰；这种瞬间的情感触发带来的影响潜伏在身体
之中，成为一种经验的延续，并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唤醒，重新向前。过去、当下和未
来由此联系起来，构成日常生活的“湍流”（图 5）。“湍流”呈现为原始、循环、向前地
流动状态，它超越了马拉松运动本身带来的“褶子”，是日常实践中无数“褶子”的集
合。这就意味着，个体对地方的认知不是跳跃、断续地出现的，它永远在持续形成的过
程中，并且在延续中维持着一定的统一与变异。

图5

日常生活中的“湍流”

Fig. 5 On-flow of everyday life

6 结论与讨论
身体及其具身实践是个体形成、重塑地方认知的重要途径。城市马拉松作为一项突
破个人极限的运动，也是身体直接体验空间、理解地方的特殊途径，对跑者具身的运
动、感觉、情感及地方认知的研究具有一定典型性。本文以南京马拉松为例，以运动中
的身体为研究对象，将具身实践作为一种直接的经验获取方式，为透析地方认知的内容
及过程提供重要支撑。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① 具身实践下的地方认知是通过身体与所
在时空相互作用而实现的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生产与扩展，超越了社会结构对地方意义的
塑造，以及个人身份与主观意图的限制；它在运动节奏与感觉遭遇变化的每个瞬间时刻
形成、变化，并持续影响个体在地方的活动方式与行为能力。② 实践过程中，对自我的
认知伴随着对地方的认知涌现，两者互为构成，呈现为“褶子”式变化的流动；通过具
身实践形成的地方认知成为个体甄别自我价值、把握日常生活意义的重要途径，而对自
我的实现和认知也反向强化了地方之于个人的意义。③ 情感是推进地方认知过程的内在
动力，它在个人身体中表现为瞬间认知能力的改变与情绪的转化，在时空关系中则体现
为身体与其他地方元素作用的即刻性强度与趋势；同时，瞬间的情感触发与生命的身体
经验共同作用，使得个体在不同时刻对于地方的认知相互关联起来，地方的意义得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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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中保持一定的开放性与潜在性。通过具身实践揭示的地方认知过程，凸显了身体主
体对于人地关系构建的重要作用，地方也因此呈现独特的价值与魅力。因此，传统的空
间设计与地方塑造需要更多地加入对于身体及其活动方式的考量。此外，应该尽可能营
造更多元的城市空间，为身体实践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促使人们形成对地方的经验，强
化个体与地方关系的纽带。
本文将非表征理论的视角引入对地方认知的探讨中。文章回应了 Merriman、Andrews 等的研究[26,27]，关注运动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同时融入现象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
究基础，探索采用认知地图与情绪量表相结合的方式，透析瞬间情感与跑者认知能力的
联系，验证了非表征理论中“当下”瞬间作为生命意义的体现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在此
基础上加入对身体经验的时间维度的探讨，深化和发展了非表征理论中“湍流”的概
念，指出“湍流”是过去、当下、未来不同时刻中情感作用的集合。值得注意的是，本
文建立的非表征研究框架是剥离了身体外在结构条件后的极端试验场，对个体的类型差
异未进行详尽的区分和探讨。事实上，表征与意义仍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如
南京马拉松的案例中，跑者的性别、身份 （尤其是对南京的熟悉程度） 都是影响地方认
知的重要因素。身体的社会经济属性如何影响其实践，进而产生了怎样的地方认知差
异，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 Brandenburg A, Carroll M. Your place or mine: The effect of place creation on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landscape
meanings.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 1995, 8(5): 381-398.
[ 2 ] Ellis G, Barry J, Robinson C. Many ways to say 'no', different ways to say 'yes': Applying Q-Methodology to understand
public acceptance of wind farm proposal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 Management, 2007, 50(4): 517-551.
[ 3 ] 汪芳, 黄晓辉, 俞曦. 旅游地地方感的游客认知研究. 地理学报, 2009, 64(10): 1267-1277. [Wang Fang, Huang Xiaohui,
Yu Xi. Tourist cognition of sense of place in tourism attraction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10): 1267-1277.]
[ 4 ] 郑群明, 钟林生. 农村居民旅游认知特征分析: 以湖南省四县市为例. 地理研究, 2005, 24(4): 591-600. [Zheng Qunming, Zhong Linsheng. Study on the feature of tourism perspective of rural residents: Taking Hunan province as a cas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5, 24(4): 591-600.]
[ 5 ] 李萍, 陈田, 王甫园, 等. 基于文本挖掘的城市旅游社区形象感知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地理研究, 2017, 36(6): 11061122. [Li Ping, Chen Tian, Wang Fuyuan, et al. Urban tourism community image percep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online comments: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6): 1106-1122.]
[ 6 ] Longhurst R. The Body and Geography. Gender, Place & Culture, 1995, 2(1): 97-106.
[ 7 ] 徐献军. 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意义.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Xu Xianjun. Phenomenology's Contribution to
Cognitive Sciences. Zhejiang: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8 ] 陈玉明, 郭田友, 何立国, 等. 具身认知研究述评. 心理学探新, 2014, 34(6): 483-487. [Chen Yuming, Guo Tianyou, He
Liguo, et al.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n embodied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2014, 34(6): 483-487.]
[ 9 ] Longhurst R. (Dis)embodied geograph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7, 21(4): 486-501.
[10] 张震.“ 回到运动本身”的具身化研究. 体育与科学, 2015, 36(5): 74-83. [Zhang Zhen. Embodiment study of 'back to
sport in itself'. Sports & Science, 2015, 36(5): 74-83.]
[11] 叶浩生. 具身认知: 认知心理学的新取向. 心理科学进展, 2010, 18(5): 705-710. [Ye Haosheng. Embodied cognition: A
new approach in cognitive psychology.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18(5): 705-710.]
[12] Tuan Y F.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8.
[13] Middleton J. Sense and the city: Exploring the embodied geographies of urban walking.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0, 11(11): 575-596.
[14] Ahmed 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mo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15] Bartos A E. Children sensing place. Emotion Space & Society, 2013, 9(1): 89-98.
[16] Thrift N.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17] Lewis N. The climbing body, nature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Body & Society, 2001, 6(3-4): 58-80.
[18] 陶伟, 王绍续, 朱竑. 身体、身体观以及人文地理学对身体的研究. 地理研究, 2015, 34(6): 1173-1187. [Tao Wei, Wang

6期

黄敏瑶 等：具身实践下的地方认知：非表征理论与南京马拉松

1365

Shaoxu, Zhu Hong. The body, the view of body, and the study of body in human geograph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6): 1173-1187.]
[19] Macpherson H. Non-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es to body-landscape relations. Geography Compass, 2010, 4(1): 1-13.
[20] Thrift N. Intensities of feeling: Towards a spatial politics of affect.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2004, 86(1): 57-78.
[21] Cadman L.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Non-representational geographie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Human Geography, 2009: 456-463.
[22] 布莱恩·马苏米. 虚拟的寓言. 严蓓雯 译. 河南: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2. [Massumi B.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Translated by Yan Beiwen. Henan: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12.]
[23] Allen- Collinson J, Owton H. Intense embodiment: Senses of heat in women's running and boxing. Body & Society,
2015, 21(2): 245-268.
[24] Pile S. Emotions and affect in recent human geograph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0, 35(1):
5-20.
[25] Andrews G J, Chen S, Myers S. The 'taking place'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Towards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4, 108: 210-220.
[26] Andrews G J. From post- game to play- by- play: Animating sports movement- spa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7, 41(6): 766-794.
[27] Merriman P. Human geography without time-spac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1, 37(1): 13-27.
[28] Shouse E. Feeling, emotion, affect. M/C: A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e, 2005, 8(6), http://journal.media-culture.org.au/
0512/03-shouse.php, 2018-07-10.
[29] Thien D. After or beyond feeling? A consideration of affect and emotion in geography. Area, 2005, 37(4): 450-454.
[30] 吉尔·德勒兹. 福柯褶子. 于奇智, 杨洁 译. 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1. [Deleuzu G. Foucault Fold. Translated by Yu
Qizhi, Yang Jie. Hunan: Hunan Wenyi Press, 2001.]
[31] Wylie J. A single day's walking: Narrating self and landscape on the South West Coast Path.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5, 30(2): 234-247.
[32] Green K. It hurts so it is real: Sensing the seduction of mixed martial arts.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2011, 12(4):
377-396.
[33] Andrews G J, Grenier A M. 老年人移动构成的时空: 老龄化地理学中非表征理论的引入.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
(12): 1512-1534. [Andrews G J, Grenier A M. Ageing movement as space-time: Introducing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to the geography of age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5, 34(12): 1512-1534.]
[34] Anderson B. Affective atmospheres. Emotion Space & Society, 2009, 2(2): 77-81.
[35] Young J A, Pain M D. The zone: Evidence of a universal phenomenon for athletes across sports. Athletic Insight: The Online Journal of Sport Psychology, 1999, 1(3): 21-30.
[36] Spinney J. A place of sense: A kinaesthetic ethnography of cyclists on Mont Ventoux. Environment & Planning D: Society & Space, 2006, 24(5): 709-732.
[37] Rodaway P. Sensuous Geographies: Body, Sense and Pla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38] Bergson H, Paul N M, Palmer W S. Matter and Memory. New York: Cosimo Classics, 2007.
[39] 村上春树.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施小炜 译. 海南: 南海出版公司, 2015. [Haruki Murakami. What I Talk about
When I Talk about Running. Translated by Shi Xiaowei. Hainan: Nanhai Publishing Co, 2015.]
[40] Heidegger M. Poetry, Language and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41] Casey E S. Between geography and philosophy: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in the place-worl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1, 91(4): 683-693.
[42] Fredrickson B L. The role of positive emotion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The-broaden-and-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3): 1367-1378.
[43] 倪梁康. 胡塞尔早期内时间意识分析的基本进路.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48(1): 102-111. [Ni Liangkang.
Elements of Husserl's early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time-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8, 48(1): 102-111.]
[44] 莫里斯·梅洛 庞蒂. 知觉现象学. 姜志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Translated by Jiang Zhi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2012.]

1366

地 理 研 究

38 卷

Cognition of place in embodied practice: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and Nanjing Marathon
HUANG Minyao, ZHANG Mi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non-representational researches on embodied practice, the
movement and sensation are the two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body. It is argued that less- thanfully conscious practice could be as important as conscious, because it involves an emphasis on
the nature of immediacy and dynamics in life. These arguments also arise interests in the
analysis of what is 'taking place' in space and time, which is often related to capacities of body:
the capacity to affect and be affected, the capacity for movement with particular speed, and the
capacity for particular intensities and sensations, specifically rhythm and encounter in this
running case. This paper analyzes what role the body plays in the process of cognition of place
coming into being through the survey on the embodied running practices of Nanjing Marathon
runner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 that: firstly, the changing of Marathon courses
gives rise to the changing of movement rhythm of runners, thus causes the encounter of rich
sensations along the route. The cognition of place under the embodied practice is the outcome
of movement and sensation, which comes along with the cognition of self. And these two kinds
of cognitions behave like the fluid process, enfolding and unfolding, overlapping and
separating with each other, which means the cognition of place generated from embodied
practice becomes an important way for individuals to identify their own values and grasp the
meaning of everyday life, while the realization and cognition of self also reinfor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lace to the individual. Secondly, the affect in every moment caused by
embodied practice has influences on the body ceaselessly, thus causing emotional fluctuation
and further leading to expansion and shrinkage of cognitive ability. In addition, both the instant
affect and previous physical experience have influences on the individual's cognition of place:
previous physical experience could trigger instant affect and initiate the cognition of place;
however the instant affect acts on the continuity of embodied practice and cognition in the
future as well. The meaning of place therefore can be kept open and potential in the continuity.
This research can be read as a response to the discipline's gaze towards embodied practice and
affect, as well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body and place in human geography.
Keywords: embodied practice; non-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movement; sensation; affect; emotion;
cognition of pl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