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研院要闻】 
 

高研院特聘教授、著名历史学者孙江教授来院工作  

    2012 年 9 月至 12 月，著名历史学者、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孙江教授来南京大学工作，

并继续受聘为高研院特聘教授，带领相关研究团队从事东亚现代性、象征与记忆、近代中国

及东亚地区知识体系建构等课题的研究。9 月 16 日，孙江教授做主题为 “边缘即中心——

全球化时代的领土民族主义”的学术演讲，受到热烈欢迎。 

 

美国布朗大学校报专文介绍高研院“性别与人文合作项目” 

2012 年 9 月 10 日美国布朗大学校报“The Brown Daily Herald”在第一版刊登专文介绍

“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与人文研究合作”项目，其中包括该项目的源起、主要工作、取

得的成绩以及合作出版物等，该项目目前已在布朗大学产生较大影响，并得到校领导及相关

研究单位的高度重视。 

    

美国 Emory 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 Dona Yarbrough 教授来访  

    2012 年 10 月 17 日，美国 Emory 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 Dona Yarbrough 教授访问高研

院，并与我院性别研究小组进行座谈。座谈中，高研院院长助理陈蕴茜教授向 Dona Yarbrough

教授介绍了高研院性别研究团队的主要工作、研究成果以及对外交流情况，性别研究团队成

员黄荭教授、金一虹教授、方红副教授、周培勤副教授和杨迪博士等分别就各自研究的课题

向 Dona Yarbrough 教授做了介绍。Dona Yarbrough 教授也向大家介绍了 Emory 大学妇女研

究中心的主要情况和关注的研究领域。双方都表示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就一些大家共同感

兴趣的问题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 

 

 

 

 

 

 

 

 

 台湾大学高研院院长黄俊杰教授一行来访  

    2012 年 10 月 18 日，台湾大学高研院院长黄俊杰教授、秘书黄秀文女士一行访问我院。

黄院长是我院的老朋友，曾多次来访我院，并参与了很多两院共同举办的学术活动。此次来

访，我院周宪院长与黄院长就两院学术交流、人员互访、共同举办学术活动等事宜进行了进

一步讨论，并期望在今年举行一些较大规模、较大影响的学术活动，以推动两岸学术交流。



黄俊杰教授还与高研院特聘教授张伯伟先生、文学院徐兴无教授等学者就东亚汉籍研究的相

关问题进行了交流。 

 

英国伯明翰大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 Jonathan Reinarz 教授来访  

应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和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驻院学者闵凡祥副教授邀请，著

名医疗社会史研究专家、英国伯明翰大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乔纳森·瑞那茨（Jonathan 

Reinarz）教授于 10 月 6-17 日来南京大学作学术专访。 

访问期间，乔纳森教授先后以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史、近代医院的兴起与发展、白

求恩大夫的人生历程及其对医学的贡献和职业健康等题目为题，为南大学子奉献了四场精彩

的学术讲座。讲座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吸引了诸多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而且南京大学

医学院、社会学院以及南京医科大学等在宁高校与科研单位的相关学者也前来聆听和进行学

术交流。在乔纳森教授访问期间，我们还就未来双方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可行性及具体形式

进行了探讨，达成了在未来进行深度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共识与初步计划。 

  

“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论坛”第三场演讲 

 2012 年 10 月 23 日晚，德国哥廷根大学俄语系 Matthias Freise 教授在我校仙林校区外国

语学院大楼报告厅举办主题为“Social Science and literary science in dialogue”的讲座。这是

我校与哥廷根大学举办的“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论坛”的第三场讲，短短两个小时的讲座

因 Matthias Freise 教授严谨而不失风趣的讲话而充满趣味与火花。 Matthias Freise 教授现任

教于哥廷根大学俄语系，他的研究方向包括俄语文学中的象征主义和先锋性、文学和文化理

论、对比文学研究，专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安东•契诃夫、莱蒙托夫、卡雷尔•恰佩克、

布鲁诺•舒尔茨等作家。他是德俄杂志的编者之一，美国契诃夫协会成员，国际陀思妥耶夫

斯基协会成员，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论坛是高研院国际化交流的五个论坛之一，该论坛以派遣优

秀学者赴对方高校进行访问和交流为主要形式。目前已有 3 位哥廷根大学教授、2 位南京大

学教授在该论坛发表演讲。 

 

 

 

 

 

 

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Kjell Espmark 教授来访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现年 82 岁的瑞典著名诗人、文学家、瑞典学院终身院士、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教授应邀访问南京大学。 

 



埃斯普马克教授先后出版诗集《入土为安》、《谋杀本雅明》等多部，其著作《诺贝尔

文学奖的秘密》、诗集《黑银河》等被译介到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先后获得过瑞典

贝尔曼文学奖、特朗斯特罗默文学奖、意大利德尼诺文学奖和卡皮罗文学奖等多项重要文学

奖项，是现今世界文坛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师。 

来访期间埃斯普马克访问了南京大学高研院、文学院、外国语学院等单位，并与校领导、

相关专业教师以及青年学生进行了座谈。10 月 26 日上午，埃斯普马克教授接受了高研院副

院长、外国语学院何成洲教授关于“戏剧、诗歌创作与文学转型”的专题访谈。10 月 26 日

晚，埃斯普马克教授在仙林校区图书馆报告厅为近 200 位南大师生作了一场主题为“我们这

个时代的瑞典诗歌”的精彩演讲。 

 

高研院学者赴美参加第四届埃默里-南京论坛“视觉中的文化政治”国际学术会议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与美国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美国亚特兰大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in Atlanta），在埃默里大学联合举办

了为期两天的 “第四届埃默里－南京论坛”，中美双方共有 21 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本

次论坛延续了第三届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两校论坛主题——“视觉中的文化政治”，但又有所

拓展与深化。 

    南京大学高研院、海外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艺术学院、哲学系等不同学科的 9 位学者，埃默里大学艺术史系、东亚系、历史系、政治系、

人类学系、新闻系以及佐治亚理工大学文学、媒体与交流学院、语言学院的 12 位学者，共

同参加会议。双方就“媒体、视觉文化与政治参与”、“当代中国的影像”、“观看之道”及 “历

史中的图像”等课题展开讨论，学者们充分运用各种视觉表现手法，从不同学科维度解读中

国、美国、前苏联等国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像（images），深刻揭示了视觉文化所蕴含

的复杂政治主题。  

 

杨忠副校长访问布朗大学并就加强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合作进行会谈  

2012 年 10 月 26 日至 30 日，南京大学杨忠副校长应邀访问布朗大学，出席该校第 19

任校长就职典礼，并就两校两校未来合作，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与

校方和各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深入探讨。 

    我院副院长从丛教授陪同杨校长参加了相关活动和会谈，并在 Pembroke 女性研究中心

主任 Kay Warren 教授、Cogut 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Michael Steinberg 教授及南大-布朗性别和

人文合作项目美方负责人王玲珍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与我院有多年密切合作与交流的女性

研究中心和人文研究中心。 

 

高研院何成洲教授应邀参加中国作家莫言“诺贝尔演讲”等系列活动  

    2012 年 12 月 7 日到 10 日，高研院何成洲教授应瑞典学院的邀请参加中国作家莫言在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演讲”等系列活动，并与瑞典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院士、伦德

大学 Eva Haettner Aurelius 讨论文学研究的合作与交流等。 

 

“文化交涉与文明互动：汉文化圈视域下的东亚古典学”学术沙龙 

2012 年 10 月 12 日，高研院举办主题为“文化交涉于文明互动：汉文化圈视域下的东

亚古典学”学术沙龙，本次沙龙邀请了日本大阪大学、日本京都大学、韩国首尔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南京大学的学者参加讨论，本次讨论由高研院驻院学者卞东波副教授主持。南京

大学相关院系师生聆听了沙龙并参与讨论。 

 

 

 

 

 

 

高研院举办中美公共危机管理学术对话  

    2012 年 11 月 25 日，应高研院驻院学者张海波邀请，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主席 Kuosai Tom 

Liu 教授、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成员高小平研究员、南京

大学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员会专家童星教授，南京大

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张凤阳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党委书记闾小波教授，共同在南京

大学高研院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对话。 

此次对话聚焦于三个话题：一是中美公共管理学界的学术交流，中、美公共行政学会的

会长均就介绍了各自机构的组织结构、历史沿革和双方学术交流的发展；二是危机管理研究

在中美公共管理学界的发展和 近学术进展，尤其是美国对桑迪飓风的危机管理；三是中美

公共危机管理学术期刊的发展。高研院驻院学者张海波副教授主持了此次学术对话。通过此

次对话，开拓了我校师生的学术视野，并从美国应对灾害的实际经验中获得了启发，通过交

流，对我们抗灾减灾的应对意识和思维方式有很大提升。 

  

跨学科视野下的冲突与决策工作坊 

    2012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高研院举行“跨学科视野下的冲突与决策”工作坊。本次

活动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冲突与决策跨学科研究小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旨

在推进冲突与决策的跨学科研究。工作坊汇聚了公共政策、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

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以及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学者 17 人，共同参与讨论。大家分别从“冲

突与社会情境”、“ 冲突与组织情境”、“中国社会冲突中的企业、政府与社会”、“ 英国现代

社会构建过程中的工人、工厂主、政府”等多个层面和视角展开讨论，并将相关问题引向深

入。 

 



 

高研院李里峰教授访问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高研院兼职研究员、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里峰教授于 2013

年 2 月 11 日至 19 日期间代表高研院应邀访问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Kule 高等研究院（KIAS，

Kul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访问期间，李里峰教授在阿尔伯塔大学 Senate Chamber

做了主题为“Presence vs. Absence: Mao’s Images in Chinese Revolution”的专题演讲，并就

学术交流、人员互访、合作研究等事宜与该校 KIAS 及中国学院（The China Institute at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CIUA）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商谈。 

 

高研院学者参加日本长崎大学“移动与记忆的中日比较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2013 年 2 月 22-24 日，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院“历史记忆研究”团队赴日本长

崎大学参加“移动与记忆的中日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人员包括高研院特聘教授

孙江、院长助理陈蕴茜教授、建筑系胡恒副教授、历史学系李恭忠副教授。参加此次会议有

来自日本长崎大学、神户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等学校的学者，学者们就日本与中国的社会流动及记忆变迁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比较研究。

南大高研院的 4 位学者发表了南京城市记忆研究系列论文，受到著名记忆研究专家王明珂教

授的好评。此次会议由长崎大学东亚共生研究课题组主办，目的在于推动东亚记忆研究，主

办方表示，希望今后加强与南京大学记忆研究团队的学术联系，深化合作研究。此次会议成

果将分别在中国、日本和英国出版。 



【名家讲坛】 

 

梅里雪山道路系统和村落关系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人类学系 周永明 

 

 

道路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成分，是人类完成生产和相互交往的 基本

条件，是人类和周围环境互动 直接的产物之一。 道路本质上是一种人造环境，它不只是

一个具体的物理性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建构，具有多重意义和各种功能。有史以来， 

人类为了实现生产，贸易，政治，军事，殖民和朝圣等目的，修筑了不计其数的道路，提供

了社会生活和交往的必要基础设施，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入。 

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学术界对道路的研究重视不够，成果不多，与道路的重要性不成正

比。在此不妨对道路研究现状先做一简单梳理回顾，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及：首先是受二战后

兴起的发展研究影响，修建道路的益处被视为显而易见，理所当然。道路的作用和影响常被

简单化地理解，一边倒地正面肯定。正如丹麦学者 Fiona Wilson 指出的，修路的好处往往是

“被列举而不是被讨论”。 

撇开修路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不谈，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也是复杂多样的。例如，注

重发展的学者往往强调道路能增加“通达性”（accessibility），却忽视与此同时道路也会削弱

同一地区的“自治性”，（autonomy）。（亚马逊，缅甸例子）单方面强调通路地区增加的流通

性和经济机会，却忽视同时可能带来的收入不均，社区冲突，文化突变等问题。 

我近年来关注中国西南地区大规模修路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提出在文化生物多样性的

框架里，从弹持论的角度，对道路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以期开拓“路学”这一新研究领

域。我这次讲的正是“路学”研究系列之一，一个切入点是将道路作为变化的催生者（agent 

of change）来看待，例如道路与藏民朝圣体验的变化。 

现有道路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偏重于修路的推动方，诸如政府和国际开发机构，所以关

注的重点通常是为什么修路，如何修路，修路的政策、计划、实施等等，缺少对道路的接收

方的考察。即使涉及道路对所在地的影响，也常常偏重从宏观的角度，讨论诸如跨区域经贸

的增加，旅游发展，政治整合，人口流动，资源开发，传统生计变化等议题，鲜有关于道路

对具体社区和家庭影响这个层面的研究。加拿大学者 Butz 和 Cook 指出，区域层面的宏观

研究“限制了描述剧烈影响当地人的流动性的新修道路是如何被感受和体验”。换言之，研

究者的视角应该同时关注道路的接受方，即实实在在的人本身，并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层面上

考察道路的影响。同时，研究者也应该不仅仅将当地居民当成道路的被动接受和使用者，而



应该关注他们的主体能动性。事实上，当地民众往往是修路的倡导组织和实施者，他们的动

机和目的也应是研究者的关注点。 

我这次讲座关注的不是某一条特定道路，而是道路系统。从理论上而言，连接两地直线

距离 短，但在实际中，道路往往具有枝蔓性的结构。人类交往的广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道

路不只是一种点对点的，而是网络状的存在。由于道路是人造环境的一部分，一个地域中的

道路网络远远不限于其物理性存在，而具有相应的社会文化意义。如果下一个工作定义的话，

道路系统可以由服务于相似目的具有专门效用的一组网络状道路构成。宏观角度而言，以我

考察的中国西南地区而言，虽然这一地区山势险峻，河流湍急，自古以来以交通困难著称，

但历史上存在多套道路系统。在现代公路出现以前，就存在着包括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

等多套贸易道路系统。二十世纪 40 年代之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需要又促进了川藏，滇藏，

青藏公路的修建，形成了一套政治道路系统。当然各个道路系统具有重叠性，许多道路兼具

政治贸易军事多重功能。 

道路系统的形成通常是一个历史过程，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体。随着时代的发展，

需求的改变，旧的道路系统有的会逐渐消退，新的道路系统会在形成过程之中。在我研究区

域里 显著的例子无过于正在进行的大香格里拉地区的路网建设，促进旅游是其主要目的。

显而易见，旅游和道路建设在当代西南道路建设中愈来愈紧密相连。 

这次讲座拟以位于滇川藏交界处的梅里雪山地区为例，讨论当地不同道路系统的生成及

变迁，尤其是旅游的发展对原有道路系统的冲击和改变。梅里雪山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

州德钦县和西藏交界处，由十余座平均海拔 6000 米的山峰构成。其主峰卡瓦格博海拔 6740

米，为云南第一高峰，传说名列藏区八大神山之首。梅里雪山是 2003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一部分（Three Parallel Rivers of Yunnan 

Protected Areas）。梅里雪山景区包括七个行政村，面积为 960 平方公里。本研究主要考察位

于景区 核心区域中的分属两个行政村的七个自然村落，共 12 个村民小组。基本思路是从

宏观的历史道路系统着眼，从微观的村落层面着手，分析由于道路问题在相邻几个村落之间，

以及村落和国家公园管理经营机构之间产生的纠缠、矛盾和妥协，运用民族志材料对梅里雪

山正在形成的道路系统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简要说明一下选择梅里雪山地区作为案例研究地点的考虑。第一，梅里雪山所在的

德钦历来就是藏区和汉族地区重要的交通节点，在宏观的贸易，政治和想象的道路系统中占

据重要地位。就贸易而言，县城升平镇（旧称阿墩子）和金沙江边的奔子栏镇历来是茶马古

道的必经之地和重要商市，可以说是西南贸易道路系统的重要环节。就政治而言，1950 年

西藏和平解放后，为了将偏远藏区和中国内地连接起来，修路成为建设巩固民族国家的重要

手段，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陆续修通了中甸（香格里拉）到德钦以及德钦到西藏盐井的公

路，构成了滇藏公路在云南境内的 后一段，成为国家道路系统的一部分。第三，近年来随

着旅游业的发展，德钦成了涵盖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以及西藏东部所谓大香格里拉环线旅

游区的一部分。源于西方人想象的香格里拉被不断地赋予实物化载体，迪庆州府中甸改名为



香格里拉可以说是一个极端的例证。为了打造大香格里拉，修路成为政策优先，整个地区正

经历着史无前例的筑路高潮。 

除了上述历史重要性外，梅里雪山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处在汉藏两大民族的结合部，

同时又有纳西，傈僳，怒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杂居，是一处文化边疆地区（cultural borderland）。

此外，我在 2006－12 年间担任美国科学基金会资助的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课题的共同主持人期间，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道路建设的第一手材料，也是选

择梅里雪山的因素之一。其中 2010 年和 2012 年夏天两次在梅里雪山的田野调查，提供了这

次讲座写作的主体民族志材料。 

2010 年夏，我前往梅里雪山地区调查，遭遇了黑色幽默式的开始。原定从昆明驱车出

发，但不料香格里拉到德钦开建二级公路进行三个月封闭式施工，切断了沿滇藏公路到达梅

里雪山的途径。权变之下，和助手们绕道成都，沿川藏公路南线，经康定，理塘，巴塘到滇

藏，川藏公路交汇点芒康，再折回云南方向，经盐井抵达目的地，历时数天。对于课题研究

来说，这次计划外的绕行并非坏事，一路上我们经历了塌方限行以及高原行车等各种路况，

对川滇藏交接地区的交通状况有了心理准备。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还是大大低估了梅里雪

山的道路状况。过德钦县城沿 214 国道（滇藏公路）西行，过飞来寺不远，有一条柏油岔路

顺坡而下，穿过布村抵达澜沧江大桥。这是进入国家公园的主要通道，离桥不远处有公园售

票站。过桥后公路分为东西两道，东边通向永宗和西当， 西边连接明永和斯农。我注意到，

过了桥后通往永宗西当的路况变差，柏油路变成了一条简易的碎石路，坑坑洼洼，凸凹不平。

永宗和西当基本靠在一起，进入村子路况甚至更差，由于没有排水系统，路面时而被水淹没，

有些路段泥泞难行。我们穿过永宗和西当，在孤悬于西当外的温泉过夜。温泉距离西当还有

七八公里，由一条新修的碎石路相连，可以通行机动车。其中在澜沧江峡谷蜿蜒的一段，一

边依山，一边面临悬崖绝壁，下面是奔腾咆哮的江面。走起来惊心动魄，尤为险峻。 

虽然位于前往旅游热点雨崩的必经之路口，但由于香德公路封闭，旅行团停开，往常由

香格里拉、丽江方向过来的客流锐减，温泉山庄显得冷冷清清，没有其他住宿人员。温泉是

汽车道的终点。第二天我们准备翻山去雨崩。早早起来，发现通往雨崩的路口已有几位牵着

骡子的村民在等待游客。事实上，从温泉到雨崩并没有我们通常理解的道路，只有一条崎岖

山径通往山上海拔 3700 米的垭口，再下延到位于山下的雨崩。我向一个村民打听，如果徒

步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可以到达雨崩。村民回答大概 4 个多小时。感觉可以承受，我们一行开

始爬山，一路上路况之差难以形容，许多地方只有人踩马踏形成的称不上路的小径。高海拔

加上负重，愈走愈感到筋疲力尽，有时甚至产生绝望的感觉。幸亏沿途有村民开设的摊点，

提供饮料，酥油茶，方便面等，我们一行不时休息，补充体力， 终是花了 9 个多小时才到

达雨崩。 

路况如此恶劣，究竟是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在走这条路呢？从这一问题的角度观察路上

的行人，发现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当地人，包括出入过往的雨崩村民，为游客服务的牵马

人以及附近前来采摘松茸采挖草药的乡民。二是前往雨崩旅游的散客，我遇见的多来自广东



上海的东部沿海地区，通常两三成群结伴而来。第三类是前往雨崩转山朝圣的藏民，或个人

或全家同行，多来自大香格里拉地区。三类人身份和目的差别明显。对第一类人来说，西当

到雨崩的道路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出行，交易，劳动的载体。对第二类人来说，

行走此路是旅游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为了见识心仪的自然美景或人文景观而不辞辛苦，以此

体验为乐。第三类人的目的地是离雨崩还有数小时路程的神瀑，从温泉到雨崩是他们转山朝

圣旅程的一段。敬拜神山与神瀑用来完成虔诚的心愿，转山之路，和世俗的功利目的殊少关

联。 

所以从道路的使用者和使用目的而言，梅里雪山地区历来就存在着不同的道路系统。

明显的可分为世俗 Mundane 和神圣 Sacred 两大套。前者主要满足人们生产出行交通贸易的

需要，后者主要满足宗教信仰的追求。实用交通系统因为当地自然条件的限制，历来处在欠

发达水准。如今当地交通部门将道路等级分为四等，一为柏油、水泥路、 二为弹石路、三

为砂石路、四为土路。到目前为止当地还是以土路为主。宗教道路体系有其自身的标杆和逻

辑。由于梅里雪山在藏区神山中的显著地位，宗教道路体系建立在转山朝圣活动上，里程相

对更长。当然，毋庸多言，这两套道路体系时常相互重叠， 互为表里。广义而言，外转路

线环绕了当地人心目中神山的整体。这一以宗教元素界定的区域，跨越村界，乡界，县界，

和省界，世俗的行政区划明显处于次要地位。而内转路线只经过几个村落，这一小范围区域

构成了神圣地域的核心区。近年来旅游者的到来以及他们的行走路线正在形成一套新的道路

系统，线路主要包括：1. 传统的内转线路，明永莲花寺－永宗－西当－雨崩神瀑；2. 新开

辟的纯旅游线路：雨崩至冰湖，登山大本营，神湖，斯农至冰川等。3.由原有生活线路转化

而成，如雨崩至尼农。新的道路系统对已有的两套系统加以利用和延伸。 

这次讲座将以内转线路涉及到的几个村落为例，着重讨论梅里雪山道路系统的多重属性

和历史流变。就世俗交通系统而言，几个村落所占据的地位历史上此消彼涨，经常变化。在

新的行政隶属上，雨崩、永宗属于西当，明永、布村属于斯农。1960 年代之前，由于澜

沧江上没有桥梁，当地人出行，主要是依靠溜索，十分不便。过去明永的人要从斯农溜索过

江。1964 年在永宗搭建了一座人马吊桥，使得永宗一下子成为雨崩，西当，明永，斯农村

民前往县城德钦或西藏的必经之路。十余年后，1985 年，政府开筑由 214 国道通往梅里雪

山的岔道，1986 在布村和明永之间的河道上架设了卡格博公路桥，使得布村成为内转沿线

几个村落出行的枢纽。当年为了修这条路曾引发争议。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当时有个本地

人在德钦县当副县长。正是他的乡土观念才努力争取来这段的修筑和桥梁的铺架。但是公路

修到桥口为止，江对面的几个村子依然不通公路。 

相比而言，宗教道路系统则显得相对稳定。据传转山活动已经有了 700 多年的历史，人

们不能排除在此过程中道路的变更和朝圣点的增减，但就内转的道路系统而言，根据访谈对

象的讲述，相对固定。转山者通常到永宗临江的一座小庙巴久寺领取转山“钥匙”，然后经

西当到雨崩再到神瀑。除了一部分人还去朝拜神湖外，一般从雨崩下山后会再前往明永，参

拜完冰川中部的莲花寺才宣告整个转山过程的结束。内转一般费时三至五天。外转则需要十



数天。虽然外转线路也和当地村民日常交通线路有重叠的地方，但朝圣无疑是整个路线存在

的主要原因。 

（本文节选自周永明教授 2012 年 10 月 26 日在南京大学高研院的演讲“道路政治学：

梅里雪山道路系统和村落关系”，讲稿由王海洲副教授联系作者提供。） 

 

 

 

 

我们这个时代的瑞典诗歌 

[瑞典] 谢尔·埃斯普马克 

 

 

 

当 1974 年哈瑞·马丁松（Harry Martinson）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授奖辞如下：

“他的作品能触到一滴露水也能映射整个宇宙”。这个说法体现出了他作品的两极。该评语

还可以更言简意赅：透过一滴露水反映宇宙。马丁松常常能够以小见大，比如在他一首早期

的诗歌中款冬（一种菊科植物）和太阳就是相对的两极：小小的黄色的花朵正与巨大的恒星

相对。在同一首诗中，他告诉我们在军营中挥汗如雨的粗犷男人是怎样的在春天的傍晚中茫

然若失地伫立——他们是“上帝的中央车站”。正如那微不足道的小花获得了与宇宙的联系，

那些粗俗的工人成为了神的交通系统的连接点。宏观世界在微观世界中找到了位置。 

1929 年，哈瑞·马丁松仿佛一阵微风吹进了瑞典诗坛。他作为一名司炉，在七大洋上

航行多年，也曾在在南美和瑞典流浪。他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经历，并且找到了一种自己的语

言来表达它，好比有一首诗是这么开篇的：“你可曾见过从风暴中返航的一艘蒸汽运煤船？”

马丁松自己就亲眼见到过，而且能够将自己的经验用令人叹服的方式表现出来。这艘毫不起

眼的船停泊在日光照耀下的码头上，“船梁折断，栏杆破损”，“呼哧呼哧地喘息着”，而船长

已经“声音嘶哑”，这细节比起大段大段描绘风暴的文字，更能告诉我们发生过的惨烈搏斗。 

这些来自海洋的生动图景是马丁松早期诗作的一副面貌。另一副则是精细的自然的微缩画。

他在丛生的小草中发现的清新景致和汉语诗歌有相近之处。在小诗《Out on the sea（远航在

外）》中，马丁松寥寥数笔就摹写出一幅辽阔的图景： 

 

远航在外我们感到春夏交替宛若风的一呼一吸 

漂动的佛罗里达水草有时在夏日开花 

在春夜一只琵鹭朝着荷兰的方向飞起 

 

 



仅仅两个明晰的细节——开花的佛罗里达水草和在春夜里飞入眼帘的琵鹭——和一个

壮阔的现象，远航在外时四季的吐息。我问自己，还有没有别的瑞典诗人曾离中国古典诗歌

更近。同时，马丁松精细的微缩画和他令人惊异的隐喻是后来所有瑞典自然诗的起点。在他

的后继者中我们可以不出意料地看到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ömer）的身影。 

哈瑞·马丁松不仅是诗歌大师，还是散文大师。在他的小说中，《Flowering nettles（盛开的

荨麻花）》尤值一提，这是一个经典的关于童年的故事，在浅浅的伪装下是他自己痛苦的早

年生活。他父亲去世后，母亲遗弃了孩子逃往加利福尼亚，而这个小男孩被送到拍卖会上，

后牧区把他交给了愿意以 低价钱收留他的一个农民。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这个小    

马丁的苦涩经历闪烁着诗的光芒，也早已成为了瑞典童年叙事的常见范式。 

大海和自然的微缩画在马丁松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从 1931 年描绘一个足迹遍布世界的

旅行者对生活的乌托邦想象的《Nomad（流浪者）》，到自然观察和哲学沉思交相辉映的晚期

诗作《Tussocs（草丛）》。他 1945 年发表的伟大诗集《信风》不仅展现了这位海洋诗人的带

着象征意味的吹遍全球的信风的梦境，还体现出他如何继承中国诗歌血统，特别是在长诗《Li 

Kan Speaking beneath the Tree（李堪（音）树下说）》中。马丁松在这里展示出不同于长于细

察和妙喻的自然微缩画的另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以其深邃的哲学化语言让人联想到《道德经》

和其他富含智慧的中国古典著作。 

第三种语言，不再使用震撼读者的隐喻，而以诗的形式出现在马丁松 富盛名的星际史

诗《Aniara（阿尼阿拉号）》（1956）中，该书 近出版了中文版，由陈迈平翻译。宇宙飞船

“阿尼阿拉号”计划带着数千移民从被放射物质污染的地球逃往外星，却迷失了航向，只能

无助地向天琴座方向驶去，同时船上乘客逐渐死去。这代表了马丁松对于迷失方向的人类的

悲观看法，他认为他们正走向灭亡。 

马丁松这种太空题材没有被后人效仿。但这部星际反乌托邦作品的思想基础——作者对

于人类文明的批评，仍被后世所欣赏。而他对于不受限制的科技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的批评被

证明是富有远见的。 

哈瑞·马丁松出生于 1904 年，1978 年他在绝望中自杀。他这一代人，包括亚德·隆德

奎斯特（Artur Lundkvist）（1906-1991）和贡纳尔·埃凯洛夫（Gunnar Ekelöf）（1907-1968），

在 1930 年代崭露头角，代表了瑞典文学中现代主义的突破：大胆的想象，生动的意象和节

奏多变、无韵的自由诗。 

这一代诗人影响 深远的是贡纳尔·埃凯洛夫，他常被认为是 20 世纪瑞典 重要的诗

人。他的众多追随者之一古兰·帕尔姆说道，“（评定一部诗作）你必须有一块试金石，而我

的试金石名叫埃凯洛夫。” 

埃凯洛夫作品中出现的不断的更新变化让人想起毕加索的变形画。他作为一个超现实主

义者，凭借着有着绝望的症候式的标题《late on earth（入土太晚）》（1932）的诗集步入诗坛，

风格在不断变化后终于在宁静平和的 Diwan trilogy（迪宛三部曲）（1965-1967）中达到顶峰。

故事的中心人物是生活在 11 世纪分崩离析的拜占庭帝国的埃姆吉利昂王子，他被断去四肢、



弄瞎双眼后遗弃在路边，经历了庞大的异象和神秘的爱欲。在这部混杂了残酷和美的诗集中，

我们体验到了人在一片神秘而无尽的黑暗中摸索的境况。 

他庞杂的作品中的许多方面为后来的诗人提供了创作的出发点。其中之一就是第一本诗

集《sent på jorden（入土太晚）》，即埃凯洛夫的“自杀之书”。其充满破坏欲的狂怒也使得

诗中语言有时破碎成了重复出现的疯话。这是一个返回原点、重新开始的退化过程。即使在

这样的诗篇中，我们仍然会找到在渎神而怪诞的文字间混合着平凡猥琐和庄严崇高的瞬间。

后来他说道：诗歌必须包含着某些刺耳的声响（“skorr”），一种破坏高尚的话语的不和谐音。 

另一个方面出现在《A Mölna Elegy（莫尔纳哀歌）》中。这部作品是一座过去与现在交互回

响的回音亭（瑞典知名建筑）。诗中的“我”坐在一个通往斯德哥尔摩的大道边的墩柱上。

他的生活突然停止了，所有的过去就存在于这个凝固的时刻：“我呼吸的空气中混有死亡”。

诗人的祖先特别被允许在某些闪动的画面中发言。所有东西被放在一个音乐性的结构中，这

时到了第二部分，一个低声细语的罗马人从庞贝古城的壁画中活了过来。这部作品是在数年

内逐篇发表的，到 1960 年完成的时候，作为一个评论人，我发现自己已经很难从外部的角

度来看它了——它描绘的当下化的过去已经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另一个异象对我们更年轻的诗人有着类似的吸引力：诗人身处地狱，肢体被化作石头。

《Voices under the earth（地底的声音）》是这一经验的 佳展示。叙述者“在石缝间被窒息”，

甚至“在石枕上，在石毯下”睡着，而那些身陷石中的人们的心脏“跳动了千年”。诗人的

渴望化身为始祖鸟，这只鸟类的远祖在石头中唧唧作鸣。在那没有尽头的螺旋阶梯开始旋转

之时，这个地狱中的戏剧性时刻出现了，叙述者在努力站稳脚跟，这时夜幕降临，正处于第

五层，立马就要落到第六层：“底层的窗框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压力！如果它们爆裂，夜就会

喷涌进来。” 

如果说这个地狱般的窒息是一个极端，那么另一个极端则是极度简化和完全疏离。在他

几本诗集中，物质被彻底消除，抱着神秘主义者的否定姿态，超脱繁冗压抑的现实而去捕捉

那种难以名状的东西。在气势恢弘的诗篇《Absentia animi》（拉丁语，意为“心不在焉”）

中，各种现象被逐一否认抛弃，而去追寻“另一种东西”，“那唯一存在的东西”。但这种对

无关感官的物体的寻觅却有与之矛盾的感受，在秋天的景色中“毫无意义的牧场”显现出“水

车轮轨去向/虚无”。这种抽象的“正-反-合”论证从成行的虫鸣中借取声音，而毫无意义的

东西被物化为黏在潮湿胶鞋上落叶沙沙作响。这种感官上的思考是玄妙的，即使是“用感官

脱离感官”的思考亦然。 

这样的严格极简化处理也在身体的碎片化上出现，比如在“一根食指和一根中指形成某

种角度/仿佛沙漠中一对荒诞的罗盘指针”的画面中。但无论如何，埃凯洛夫继续这消解的

努力，比如《I write to you from a distant country（我从遥远的国度写信给你）》，这是一封从

一个你只有“将自己抛在身后/一里一里又一里之外”才能抵达的地方寄来的信。对这种逐

渐消解的 强烈的表达方式可能是《《Diwan trilogy（迪宛三部曲）》中的《Xoanon》（希腊

语，“木头”之意）。在这首诗中作为标志的圣母像被一点一点地撕毁，首先是怀中的圣婴，



然后是头上的王冠，再到面纱和薄如蝉翼的内衣，之后是胸脯，额头和棕色的热切的双眼。

后连金色的地面也被抹去。这时候只剩下了木头，“一块老旧的橄榄木板，是从一株被风

暴推倒的树上锯下的”。但这块简简单单的木板上显现出一个奇迹：在木头上有“从树年轻

时过度生长的嫩枝的眼”。在所有简化后在裸露的木头上这只“眼”仍露出圣母像的凝视眼

神：“你看着我。”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是少见的能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瑞典作家之一。他的作品

不仅被译成六十多种语言，还对各国的许多重要诗人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诺贝尔奖获得者约

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坦言自己的多个隐喻是从特朗斯特罗姆那里借用的。罗

伯特·布莱（Robert Bly）和北岛都曾向特朗斯特罗姆学习。两年前在一次同中国诗人作伴

的旅行中，我发现特朗斯特罗姆起到了巨大的模范作用。2011 年诺贝尔奖似乎更证实了特

朗斯特罗姆的国际地位。 

是什么造就了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举世景仰的地位？布罗茨基的话能给我们提供一些

线索。特朗斯特罗姆是一个隐喻大师，他醒目而精准的意象又令人赞叹。但我认为他成功的

秘诀更在于感官上的精确描写同广阔的视角相结合。特朗斯特罗姆认为自己是一个观察家，

任务就是将一个庞大而难以描述的过程用精确的语言记录下来。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神秘

主义者，等待着黑暗中的信号证实一个更高级的秩序的存在。然而他反对给自己贴上这么一

个夸耀式的标签。他更喜欢这样一段谦逊而打趣的介绍语：“我来了，我是隐形人，或许/

由片刻前一段伟大的记忆所征召而生。” 

我们可以在《Carillon（嘉里隆）》（意为“乐钟”）里看到诗人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在这

首诗中，在一场与昔日的布鲁格（比利时西北部城市）迎面相遇后，诗人躺在破旧的小旅馆

的床上，“拴住浮在上面巨影的铁锚， 那个我归属但显然比我更重要的巨大匿名物。”这是

典型的特朗斯特罗姆式的一个谦卑的主体和它浩瀚目标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以同样天才的

笔法透过一幅巨锚和上方模糊难辨的船身的画面体现，用感官手段来刻画出那难以名状之

物。 

同时，《嘉里隆》展现出特朗斯特罗姆艺术的奥秘不在于隐喻，而在于隐喻如何同视觉

景观搭配得当，在日常生活中引起一种启迪的经验。在上文选段的旁边，你可以看到一个令

人震撼的无助意象：“我的岸很低，只要死亡上涨二公分，我就会被淹没。”重点不是这样独

立的意象，锚和低浅的沙滩，而是营造出的整个视觉景观。将被淹没的诗人是无助的中心，

围绕着诗人或远或近的不同纪元汇聚到一起。从上方巨大未知物垂下的锚链也指向这作为中

心的平凡主体。但，在这首诗中，同时存在着一个逆向的运动。房间的窗户朝向“野蛮的广

场”，而灵魂的状态在那儿被保护起来：“我内心世界在那里物化，一切恐惧，一切希望。”

这是一个同时向内和向外的运动。一旦“布袋的缝口崩裂，钟声在弗朗登上空回荡”，下一

刻同样的钟声就“飞着送我们回家”。这样的隐喻将精确的感官描写带进这巨大的吐纳呼吸

中。令人激赏的是，这样复杂的文字却一点也不沉重，能够直接在我们的感官上引起共鸣。 

但特朗斯特罗姆的宇宙运行主要是向心的。他的启示性语言从半透明的当下现实中搜集广为



传播的景象。在诗集《途中的秘密》中有“一间容纳所有瞬息的屋里——一座蝴蝶博物馆”。

暗含着对诗人同行像希腊神话中伊卡鲁斯般飞向太阳、甚至在星辰间行走的风格的批评，特

朗斯特罗姆在他首部诗集中如此开篇：“醒悟（waking up）是梦中往外跳伞”。这是特氏天

才的向中心沉陷的意象，一切指向一个人间的夏季。 

在《Schubertiana（舒伯特）》中，这种精确的向心运动由六个星期飞越两个大陆“返回

同一教区同一牛棚屋檐下的去年的巢穴”的燕子的意象所展现，它们“直奔消隐在陆地里的

黑点”的旅程与舒伯特“从五根弦寻常的和音里捕捉一生信号”的作曲相互呼应。 

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作进一步获得了更多开放性。他触及的地理疆界已经从瑞典扩展到了

纽约繁华的螺旋星系和上海“奔醒我们宁静的星球”的人群。世界政治的片段不时闪现在诗

中。同时那谦卑的画面变得更清晰：“我持有遗忘大学的毕业证书，并且两袖清风，像晾衣

绳上挂着的衬衣。”以这样平易近人的姿态，特朗斯特罗姆可以替我们中许多人发言。即使

是在早期的创作阶段，他也曾说过，“每个人都是一扇通往共同屋子的半开的门。”这就是我

们 终所处之地——一间容纳所有瞬息、现在又容纳我们所有人的屋子。 

1930 年后的瑞典诗坛硕果累累。一大批重要的诗人踊跃登场，除了哈瑞·马丁松、埃

凯洛夫还有亚德·隆德奎斯特，这位影响 大的外国现代诗歌介绍者，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诗

歌语言的创始人。在接下来十年里，又出现了埃里克·林德格伦（Erik Lindegren），卡尔·温

伯格（Karl Vennberg）和温纳·阿斯彭斯特罗姆（Werner Aspenström），在 1950 年和 1960

年代重要的诗人如拉希·福塞尔（Lars Forssell）、古兰·索纳维（Göran Sonnevi）和拉希·古

斯塔夫松（Lars Gustafsson），等等。但有一股潮流值得我们特别关注：1980 和 1990 年代的

女性诗歌潮，以卡塔琳娜·弗洛斯登松（Katarina Frostenson）和克丽丝蒂娜·隆（Kristina Lugn）

为代表人物——她们都是瑞典文学院院士和诺贝尔委员会成员。 

卡塔琳娜·弗洛斯登松的极简语言风格曾受埃凯洛夫的强烈影响。她又与特朗斯特罗姆

的视觉特性和惊人隐喻相决裂。她的诗歌被一个强调语言听觉特性的寻寻觅觅的声音所引

领。这种诗歌极力避免象征符号、明确含义和直白表达，因而更接近于音乐。在她 新出版

的诗集《演讲和雨滴》以及《洪水时刻》中，卡塔琳娜·弗洛斯登松的诗呈现出了一种新的

开放性，滑稽被严肃所消解，碎片式的现实也变得清晰。 

克里斯蒂娜·隆的诗则是另一种风格。她与埃凯洛夫的极致细微更为接近。她 经典的

诗集《Acquaintance Wanted with Elderly Cultivated Gentleman（愿与年长有教养的绅士结交）》

为她达到了某种突破，还赢得了一大批的读者。诗集标题，借用自“征友专栏”，直指这些

征友启事背后的渴望和痛苦——这样的视角在多种当下的无助和异化感交织中延展开来，诗

中的声音折射出一种女性特有的困境感受。但这种痛苦的经验又带有自我讽刺和幽默滑稽的

意味。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克里斯蒂娜·隆成功地将自杀边缘的绝望和风趣幽默结合起来。 

（本文节选自埃斯普马克教授 2012 年 10 月 26 日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所做的高研院名

家讲坛演讲“我们这个时代的瑞典诗歌”，讲座由陈迈平教授翻译，讲稿由韦哲宇翻译） 

 



 

 

論宋妲反詮釋與視覺「坎普」 

臺灣藝術大學  廖新田 

 

 

 

    詹明信提出現代與後現代文化邏輯演變 明顯之處在於深度模式的捨棄與朝向扁平化

的觀看與詮釋路線，強調了後現代主義重視表面的意義。這種說法事實上深深受到宋妲「反

詮釋」理念的影響。詹明信把 1964 年出版的《反詮釋》視為 「六○年代以來開始出現表面

化傾向的代表」(1990: 213)，「反詮釋」成為後現代新文化批評運動，並且標舉「坎普」(矯

揉造作、「假先」、誇飾)為後現代美學，一個繼現代之後的新的美學標準。詹明信所宣稱的

「 表面的東西也就是 高級的東西」 也可在〈反詮釋〉的文章開頭的引言中找到對應：

「內容是事物之驚鴻一瞥，如閃光的邂逅，很小、很小的邂逅。」(杜庫寜 Willem de Kooning, 

1904-1997)，「只有膚淺的人不以外表判斷，世界的秘密是可視的、非隱藏的。」(王爾德，

1854-1900)甚至，詹明信四種深度詮釋模式中的馬克思與弗洛依德也在〈反詮釋〉看得到。 

王爾德的膚淺是 “shallow”，宋妲在〈論坎普〉一文中使用 “frivolous”，都強調表面工夫的

正當性，有為表面的負面概念平反的企圖。本文中雖然不談視覺(1977 年她的《論攝影》有

討論到影像對視覺倫理的改變)、也未論及後現代文化，卻處處隱含類似的視覺隱喻，正是

詹明信在後現代文化邏輯理論陳述中所運用的方式。宋妲對詮釋學的不滿也可在詹明信的論

述中找到。可以肯定地，在宋妲理念中找到詹明信平面性論述的影子。「詮釋」、「表面」與

「坎普」似乎成為探詢新視覺詮釋模式的關鍵語詞，特別是後現代視覺模式的指涉目前存在

極大的紛歧之際，重回這些概念的原型有其意義。其中「坎普」可以為後現代主義視覺模式

啟發另一種解釋的可能－視覺「坎普」。從宋妲「坎普」美學出發提示新觀看模式的可能，

同時影像與文字的關係反映圖像轉向時代的反意識型態之企圖，詮釋的視覺模式也出現在視

覺技術化的現象上，以上三個議題的釐清有助於理解視覺模式的後現代意義。 

 

「坎普」倡導感官主義，但首先是對西方美學長久以來模仿論(mimetic theory)以內容分

析為賴的反駁，換言之，「坎普」以內容/形式的辯證為前提。宋妲認為模仿論預設了一種情

境：表象下有一種不易為人知曉的秘密，其語構總是「X 所說的其實是…」。這種預設賦予

詮釋一個不可或缺的任務，亦即成為表面與內容的必經通道或橋樑。更明白地說：「讀者肯

定不太懂作品的意義。」這裡的讀者包括說話者自身，而「作品的意義」自是理所當然的概

念，誰會懷疑作品無意義或作品毋需意義，如果是一件「好作品」的話？在宋妲眼中，對各

類型的藝術作品而言，詮釋是一個逃避、壓抑、無能、高傲的、不滿、帶有幻覺的概念，一

 



個太多、過當、攪局得太厲害的「麻煩製造者」。詮釋「表面上」幫人、「骨子裡」惱人－這

種批判詮釋的表面/內裡結構之策略也可以說是反對前述「詮釋邏輯」的另類「反詮釋」手

法，並強化「反詮釋」的力道－以「詮釋策略」之矛攻「詮釋策略」之盾。宋妲指出文本(這

裡指的是文字)、詮釋和詮釋者的真實狀況是： 

 

    詮釋意味著在清楚的文本意義與(後來的)讀者的需求間不一致。它找尋該差異的

解決之道。這裡的狀況是基於某些理由，文本已變成不能為人所接受，雖然它不

可捨棄。詮釋是一個激進的策略用來保存舊文本，這個文本被認為太珍貴以致於

不能拒絕，而以更新的手法為之。詮釋者實際上毋需消除或重寫文本，而是改變

它。但他不能承認做了此事。他宣稱只有藉由揭露其真實意義而使它可理解

(intelligible)。不論詮釋者改變文本到什麼程度(…)，它們必須宣稱去除已存

在那裡的感覺(be reading off a sense that is already there)。(1964: 6) 

 

可以讓藝術創作品變得親切可人(intelligible，詮釋者認定原先是拒人於千里之外)、易於掌握

(manageable，經過一定詮釋程序使作品進入意義的體系)、乖巧服貼(conformable，作品像頭

野獸、需要經過一定的馴服過程方可成為人人皆知的馬戲團的動物名星)的詮釋在她看來使

作品與詮釋雙方變得面目全非： 

 

    奠基於高度不可靠的理論，認為藝術作品由內容組成，詮釋侵犯了內容。它使藝

術變成一篇使用性的文章，納入分類的心理方案中。(前引：10) 

 

總之，從頭到尾詮釋對藝術不安好心，到頭來作品將以悲劇收場。為了避免落入詮釋的圈套，

宋妲舉出幾種手法對應：諧仿、抽象、裝飾、非藝術、明目張膽(blatant)、平凡至極，這些

都讓詮釋者與詮釋方法興趣缺缺。這裡引出 「表面」的觀點，詮釋既然喜歡往內鑽，把藝

術停留在表面、讓表面乾乾淨淨、直直接接就可避免它的「污染」(muck)。所謂表面，另一

個較「正式」(對「坎普」而言甚至太沉重)的說法是形式、風格，意思是回歸到她一開始所

說的反內容的觀點。一套形式的批評語言是反詮釋的 佳行動，這套批評語言只描述

(descriptive)而不規範(prescriptive)。因此，「 好的批評解除了內容的考量而進入形式」，

好的批評是形式分析，對藝術作品的外表 (appearance)提出精確、尖銳和「表示愛意」的描

述，展示「它如何成其所是」(how it is what it is)、「它是其所是」(that it is what it is)，而不

是顯示它是何意 (what it means)。總之，後者外加，前者內求(或不求)。它們展露藝術認真

的表面 (surface)。這就是「透明」(transparence)，不隱藏秘密、不聲東擊西、也不故作神秘

狀，透明是藝術品與批評的 高、 自由的價值。所有的這些都是為了一個目的：恢復感官。

宋妲念茲在茲的還是避開內容的糾纏： 

 



    我們的任務不是去尋找藝術作品中內容的最大量，而是擠出作品裡內容的最少

量。我們的任務是大量消減內容以便能全然看清事物。(前引：14) 

 

持相同的見解，伯恩與冉斯坦(Burn and Ramsden)認為透過詮釋提煉內容有助於不同的語言

概念或不同的事物間的聯繫關係，意味著處理不同層次事物的主觀企圖，但同時也意味著放

棄觀看，因為一旦觀看便會立即進行解釋。應該把「事物的觀看」(the seeing of something)

和看的內容(what it is that’s seen) 區分開來(1992)。 

在這一篇反詮釋的筆記中，宋妲提出幾個和視覺有關的隱喻概念：反對表象/內容架構，

因此從外而內的視覺閱讀模式是不可行的；以描述為主的形式批評代替規範的內容批評；感

受作品的外表，讓審美完全透明。從視覺模式的角度來說，觀看表面(詹明信所說的平面性)

是具有審美活動的積極意義，平面的視覺模式藉著反抗深度視覺模式而取得和後者平起平坐

的地位。不只是「反」，她進一步指出反詮釋是一系列冠以「坎普」的美學特質：「坎普」品

味、「坎普」視像、「坎普」…。 

〈坎普筆記〉共 58 條，接續了反詮釋的理念並標舉出新的、真正美學的美學型態：「坎

普」美學。宋妲認為「坎普」有真有假，一些概念可以用來辨認真正的坎普： 

一、「坎普」在策略上傾向施用詭計(artifice)、誇張(exaggeration)、裝飾、古怪(zany)，熱

愛虛假、不合常理(the unnatural)、甚至走火入魔的狀態。雌雄同體(androgyne，或陰

陽人 epicene)是典型的「坎普」。 

   二、在態度上，「坎普」不造作，真情流露(naïve，innocence)，純純真真地玩 (pure)，沒

有後設目的(unintentional)。「坎普」品味是欣賞、享受，而不是批判。它以嚴肅的態

度對待膚淺，又不意識到這種嚴肅性。它是享樂主義 (hedonism)而不是虛無

(nihilistic)(宋妲認為普普藝術屬於後者，較疏離而不介入，不算「坎普」)。總之，「坎

普」是天生玩家。 

三、「坎普」注重感官感受(sensibility)，完全跟著感覺走。「坎普」非常重視感情，對每件

事都抱以新鮮的態度看待－所有的事都加上括號(當語詞加上括號，則特書化對象，

呈現興奮的狀態)，對政治却是冷漠的態度(如同對內容)。 

  四、「坎普」是現代的時髦主義(the modern dandyism)，樂於與大眾文化為伍，欣賞庸俗

(vulgarity)，因此沒有高級與低級、好與壞的文化的區分，也不會覺得以庸俗為恥。 

  五、「坎普」是一種奢侈(extravagance)的精神、愛炫的矯飾主義(flamboyant 

mannerisms)如同坎普的「假先」、造作的意思，帶有過度(démesuré) 、「太多」的野心，

新藝術(Art Nouveau) 和 Antoni Gaudi 的建築都是過度裝飾的典型的例子。 

六、「坎普」的美學經驗取代和諧的高級文化及暴力的、分裂的現代藝術，   

並具體化在三個方面的勝利：風格勝過內容、美學贏過道德、諷刺打敗悲劇。 

七、「坎普」美學不需要其他標準的肯定，他自我服務、自我合法化，總之，自得其樂，

鄙夷其他放不開的美感表現。 



八、「坎普」的終極陳述是：它好因為它很糟(It’s good because it’s awful) (這種語氣近似於

「它不是一根煙斗」的語氣)。可見「坎普」美學不願意被歸類，總是處於游離狀態。

「坎普」人可說是遊牧民族。 

「坎普」感官既能反轉嚴肅為膚淺。把表面視為一樁正經事則需要一雙(有異於透視法的那

隻永不疲累的絕對之眼。有趣的是中文的「隻」是缺了「佳」的雙)「坎普」的眼睛來重新

觀視事物外貌，強調材質、感官表面與風格(相對於內容)，是「以美學現象來看世界的一種

方法」： 

 

      不僅有一種坎普視像(vision)，也有一種觀看事物的坎普方法。坎普也是一種物

體與人的行為可顯露的品質…真正的，坎普眼睛有力量轉換經驗。(前引：14) 

 

坎普美學和直覺美學的主張非常接近，後者反對分析、解釋而強調直接感知的價值，不同

在於直觀美學堅守藝術的嚴肅目的與純粹品味，傾向定義而非策略。費德勒(影響「直覺說」

美學家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比較了科學與藝術的差異，一重視內在細節，另

一重視外貌整體： 

 

      科學對世界提供了解釋的時代…第一，客觀事物的外部現象與科學知識試圖引出

內在含義相比是不必要的；第二，科學業已達到了一個完全的對客觀事物外部現

象的理解，並把這種認識僅僅看做達到更高認識的初級階段。…感性的經驗是從

一種無偏見的、自由的活動開始的，這個活動不含有任何超越其自身的意圖，否

則便會終止。感覺經驗能夠單獨引導藝術家創造藝術性的造型。對藝術家來說，

世界向他[sic]顯示的是外貌，他從整體上接近它，並且努力再創造一個整體的

視像。(2005: 395-396) 

 

總結宋妲「坎普」的視覺模式之目的在避免詮釋與內容的糾纏，因此強調事物的表面，

把淺薄當深刻、「把雞毛當令箭」(當然也是相反的「把令箭當雞毛」)。和現代主義藝術批

評家葛林伯格主張畫面的平坦以避開繪畫為其他目的服務的附庸地位比較，其中包括主題與

內容，兩者的策略是相似的：都有從觀看的角度思考如何挑戰傳統的謬誤，並且回歸到表層

的論述，但其主張則大不相同。宋妲主張享樂主義，葛林伯格是禁慾主義；宋妲強調膚淺輕

率，葛林伯格主張平坦而嚴肅；宋妲樂見混雜，葛林伯格堅持純粹；宋妲穿梭時空，葛林伯

格只要現代；宋妲容忍異己，葛林伯格排斥異質；宋妲重情緒，葛林伯格強調理性；宋妲著

重個體化，葛林伯格則傾向系統化。可以說，「表面」是熱性視覺模式的冷處理，「平坦」是

冷性視覺模式的熱處理；相較於詹明信所言現代主義繪畫「熾熱」、後現代主義繪畫「冷漠」，

有異曲同工之妙(1990)。 

表面挑戰了西方哲學深化世界的企圖，讓層次分明、各司其位的底層/上層、結構/裝飾、



深度/表面、本質/表象通通浮上檯面。表面是「不斷錯置的現在進行式」的動態觀點，張小

虹從美容－ 「膚」淺的動作體會這層辯證意義： 

 

     「膚淺美學」從來就不只是一種空間的哲學概念。「淺」相對於「深」，「表面」相

對於「深度」，若只是以「靜態空間」的想像去理解，二元對立才有成立的可能，

如果是以「動態時間」的想像去思考，那就沒有絕對不變的二元對立，所有的「深」

都會由內翻外、浮出表面成為「淺」。(2005: 162-163) 

 

當事物的表面無法做深度解讀而只停留於表面，就層次詮釋策略的標準而言因不夠深刻而被

給予負面批評，即所謂膚淺。一般我們使用這個詞也通常和深刻相對照。當膚淺被重新界定

具有積極意義之時，必須達到兩條件：抵抗或糾正膚淺的負面評價，為膚淺找到其合法性，

這兩種要求可同時完成。另一方面，膚淺絕不僅是和表面經營有關，和觀看有更密切關係。

如果觀看的機制總是習慣性地望內探鑽，表面的膚淺則只是區隔和誘發的功能，甚至這些功

能在探究內容的要求下也不具意義。「膚淺美學」和「坎普」美學都很會做表面功夫，而表

面功夫是高度視覺性的。沒有視覺性的表面功夫，則沒有意義；唯有視覺對表面有興趣，表

面才堅持其為表面。視覺召喚了表面，表面因為這個召喚而維持其「面子/樣子」並開始發

散意義。膚淺同時回應著：視覺毋需以穿透的方式建立認識論，視覺可以不是手術室的解剖

刀。膚淺論述放棄了「解剖學的認識論」。視覺「坎普」是一種「虛見」－面面相「覷」，以

情緒的震驚、游離作為接觸的目的。以虛為實、反實為虛是宋妲膚淺美學的策略目標，淺見

是洞見，洞見才是成見。 

 

（本文节选自聊新田教授 2012 年 12 月 17 日在南京大学高研院名家讲坛所做演讲“表面的

真實─論後現代主義之視覺觀”，讲稿由作者本人提供） 

 

 



【学术前沿】 

 

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 

 

高研院特聘教授  王宁 

 

 

作为人文学者，我常常听到这样一些着实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你们文科的教授也从事

科研吗？那么文科究竟研究什么东西呢？我的回答是，文科从事的并非是科学意义上的那种

研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来是人文学术研究以及思想的研究。人文学者并不需要偌大的实

验室和昂贵的仪器设备，但他们必须有一个馆藏丰富的图书馆和可赖以静心思考和写作的环

境，此外还得有一个可与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跨学科的学术平台。  

也即人文学者或思想家的某个观点可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对科学的方法论和研

究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那样，

对前人的成果是淘汰制和绝对的超越，而同时体现在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即使是某些

全新的假想也是建立在对前人的结论的批判性超越或扬弃之基础上的。这就是人文学科与社

会科学的区别。 

诚然，关于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中外学者已作过论述，我这里仅引用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的一篇文章所提及的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文科的评价问题，说的更

具体一些，也即关于人文学科的评价问题，在这方面，我也认为，评价人文学科的成果，决

不能简单地以数量来衡量，也不能以该成果发表在何种刊物上来衡量，更不能绝对地以某项

成果在短时间内的被引次数来作为衡量一项学术成果是否有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标准。  

那么文科的评价标准究竟何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已有的人文学术做了多大的发展和

推进，因为人文学术的素养往往的是深厚的积淀。有些公认的人文学术大师，生前也许并不

为当时的学界所青睐，死后才被新一代学者重新发现。有些人甚至去世已经多年，但他们的

影响却丝毫没有因此而衰落，而倒是随着当代学术研究的进展，他们的价值越来越得到重视

因而产生持久的影响。  

这可以在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钱锺书、朱光潜等近现代学术大师在今天的人文学

科文献中的被引次数和持久影响力中见出。相比之下，某些生前曾经红极一时，死后却逐渐

受到学界冷落并 终淡出学界的一些二、三流学者在当今学界的境遇也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因此即使是对一个学者以及其研究成果作定量的评价，也不能简单地视其短时间内的影响，

而更应注重其在后世的持久性影响。而对某些冷僻的学科专业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

 



则应主要依靠同行的定性评价和客观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办法，这样才能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

评价。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境遇问题，这里不妨再次提及用以佐证

上述看法。众所周知，作为整个 20 世纪文学界的第一大国际性奖项，诺奖的权威性是不可

替代的。迄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已有一百多位作家获此殊荣，但是在当今学界讨论世界文学问

题时，所提及的文学大家竟有相当一批人被这一有着巨大影响的奖项所忽视，诸如托尔斯泰、

左拉、易卜生、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等这些公认的文学大师，由于种种原因与之擦肩

而过，而许多生前曾红极一时并获此殊荣的作家竟受到今天的读者和文学研究者的冷遇，甚

至一部世界文学选都可以全然忽视他们的存在，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这再次说明，即使是在生前获得各种荣誉的作家和学者，如果所探讨的问题不具有普遍

意义和持久价值，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批评风尚的嬗变，就会逐渐被人遗忘。而叔本华、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公认的思想家，即使生前受到冷遇（当然，弗洛伊德属于例外），

但其著作的价值也照样会被后人重新发现并得到全新的解释，因而产生持续的生命甚至“来

世生命”。这应该是人文学科的特殊性。 

第二是文科的风险问题，这也是许多大学校长在发展文科时谨小慎微的一个原因。既然

人文学科所要探讨的往往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一些具有普世意义的问题，那就势必要冒一些风

险，这其中既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颠覆性批判和超越，同时又包括一些在我们看来“政治

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的敏感话题的研究，如果冒犯前者就会受到学界的诛伐，而冒犯

后者则有可能遭到查禁。如上所说的德里达这位解构主义哲学大师就曾受到过此类境遇。  

德里达的哲学思想又称作“后哲学”，由于它的理论穿透力，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

界线，也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human science) 的诞生

奠定了基础。尽管德里达多次辩解说解构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

的策略，它的意义决不在于“摧毁”或“破坏”任何东西，而是起到对结构的消解作用，但结果

这种尝试仍充当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  

甚至可以这么说，德里达就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鼻

祖和领衔人物。尽管德里达从来不滥用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这些批评术语，但利奥塔、

鲍德里亚、哈桑、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大师却无不

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甚至连哈贝马斯、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未能幸免他的影

响。因此认为德里达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不为夸张。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跨学科性和解构性，正统的经院哲学界可以忽视德里达的存在和影

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德里达的理论建树体现在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中，我们从文学理论的角

度来考察德里达的贡献，就必须从构成文学文本的重要因素语言入手。这样就同时涉及了语

言学和文学研究两个学科，德里达的理论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始终关注语

言问题，早年曾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挑战和质疑，并曾一度迷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列

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  



但他的解构尝试也正是由此而开始的。他反对结构主义的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语言

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

是多重的。显然，这一观点对认为言语是交流的直接形式的看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同时

也反拨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义的掌握者的观点。因而在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者的不懈努

力和探索下，书面语言摆脱了语言结构的束缚，从而为意义的多重解释铺平了道路。今天的

语言学家也许并不赞成德里达的观点，但他们要超越他也就不得不从对他的批判出发。 

在史学界，解构主义理论的提出无情地消解了历史客观公正的神话，为一种“新历史主

义”史学观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历史的重新书写铺平了道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

历史的叙述并不等同于历史事件的重复，它在很大程度上经过叙述者主观的选取和表述，其

客观性是大可怀疑的。应该承认，这些具有深刻革命性的观点对今天我们重新评价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在人文学者看来，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特别

是对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更应该做到大胆探索，小心立论，这样我们就能够推进人文学科研

究的发展和繁荣。这样看来，冒一下这样的风险仍是值得的。 

那么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体现在那里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这里仅略述一、二。首

先，如前所述，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内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就

更是如此，这也就是耶鲁大学的文学学科始终在全美大学分科排名中名列文学学科前茅的原

因所在，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哈佛大学总是不遗余力地在全球范围内延揽一流人才以充实其

师资队伍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两所大学的人文学科确实为它们的光环增光，使其无愧为世界

一流大学的称号。  

其二，人文学科除了发展自身的学科外，还可以在所在的大学校园里营造一个良好的人

文环境和学术氛围，促进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交锋，正是在这样的交流和交锋中，新的思

想和成果才能产生，新的大师才能脱颖而出。其三，设在大学里的人文学科还服务于整个社

会，不仅向社会提供先进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念，提升人们的伦理道德修养，巩固人们的信

仰，从而使人们在各自的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今世界的五百

强企业如此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儒家的管理思想在当今时代如此受到

管理者青睐的原因。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的“虚”并非总是如此，它有可能转变为“实”进而直接服务于经济、

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之目的。当然，人文学者的呼声也许不能改变决策者的错误决定，但

至少可以使决策者有所顾忌，进而三思而后行。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当代生态文学批评对环境

保护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边缘即中心：全球化时代的领土民族主义 

 

高研院特聘教授  孙  江 

 

全球化时代，人与人的往来正在改变以往的殄域，与此同时，一个幽灵，在游荡，民族

主义的幽灵。各地的领土纷争让人疑惑，全球化到底是消解了近代民族-国家的边界了呢？

还是强化了近代民族-国家的藩篱。民族主义总是与领土——边缘纠结在一起的。 

边缘/中心的相对化。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大家知道，法国人罗兰·巴特是位符

号学大师。“作者之死”名言就出自他的文章。我不知道在座的学生读过这篇东西没有？好

好读一读，特别是学历史的同学，在我的印象里，学历史的同学在阅读文本上存在排他的暴

力性倾向（参见我的《历史研究》上的论文）。当然，还可以读读其他书。听说，罗兰·巴

特 为一般人所知的是《恋人絮语》，这本书和他的同胞福柯的《性史》在军校是被借阅次

数 多的，不知道有多少“ 可爱的人”给书名欺骗了。福柯的《性史》不是讲性的自然属

性——Libido，说的是性的后天属性——规训装置。很搞笑。 

在 1960 年代末（1966-1968 年），罗兰·巴特作为“亲善大使”先后在日本滞留几个月，

1970 年出版了一本颇有意思的书《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 

1974 年 4 月 11 日-5 月 3 日，罗兰·巴特和其他四名法国左派知识分子访问过文革中的

中国，只留下《中国旅行笔记》，死后多年才被整理出版（2009 年）。与“符号帝国”相对，

作者对中国印象不佳，留下不少乏味的笔记，我猜想他想说“没有意义的帝国”。书中有不

少关于南京的记录——黄雨伞。中华思想。 

罗兰·巴特《符号帝国》有很多值得回味的内容。他认为，与欧洲“意义帝国”相对应，

日本是“符号帝国”。在欧洲，精神世界试图赋予“符号”意义，而日本则存在“缺失意义”

或“拒绝意义”的符号。这些符号脱离文本意义，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如，歌舞伎的“女形”

男扮女装，食物天妇罗，石庭——铺满石子的院子，等。他发现，首都东京的中心皇居——

天皇住的皇宫——居然空空荡荡，除了树林，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这和欧洲城市中心建教堂、

广场、银行、剧院等截然不同，有一种从“意义”中解放出来的特征。 

拒绝意义或忽略意义的“符号帝国”话语，确实不乏启发意义。这两年，日本政治正在

经历一个大变局，在绊倒了主张中美日正三角形的小泽一郎——接续田中角荣一派——势力

后，从东京到名古屋、大阪，老、中、青三个不同年代的地方首长——80 后、60 后、40 后

——极其活跃。日本有东京都，还有积淀历史的京都，但是，大阪要搞“大阪都”，爱知县/

名古屋市听后要搞“中京都”。一个国家居然冒出三、四个“都”。日本老百姓不在乎“都”

 



的意义，相反，因为“反意义”——对抗官僚的地方分权，而获得广泛支持。这是按照罗兰·巴

特的思路来解读的。但是，错也，至少是片面的。因为三个地方首脑具有一样的化石脑袋—

—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他们追求“意义”——带有草根的民族主义的国家。意义缺失背后掩

盖着更加强烈的意义执着。外国人看日本，眼睛睁得再大，都会看走眼的；外国人谈中国，

闭上眼睛瞎说，也不会错到哪里。罗兰·巴特被“符号”所迷惑了。 

东京都知事相当于北京市市长，石原干了十多年市长基本上没干什么好事，反而留下了

一大堆问题——没人敢追究，这和日本的政治生态有关系，一般人很难知道。他的 大功绩

是躯赶满街的乌鸦，限制大卡车进城，这些很得民心。4 月，石原突然抛下本职工作，担心

千里之外的钓鱼岛。小算盘算尽的石原慎太郎为什么要“买岛”？把国际纷争转入国内政争，

配合美国的重返亚洲、包围中国的战略，这是一般的看法。这么做，激起中国人的新仇旧恨，

风险不是很大吗？石原难道不知道吗？国内舆论普遍认为，石原和野田唱双簧。结果如此，

开始未必这样。日本政治中有“下克上”的传统，中国人很难理解一个强调绝对服从的文化，

怎么会有“下犯上”。这是不了解“封建”的意义。明朝灭亡后，王夫之作《读通鉴论》，痛

心地讲到“封建”秩序的崩坏与中国衰落之关系。后天是 918 事变，那个石原完尔就是下克

上的模范。石原的举动可以从若干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他的思维是直线的。这是日本政治家普遍存在的特点。中江兆民說“这个国家先

自古以来，就没有哲学”。2010 年 9 月钓鱼岛附近的撞船事件——2012 年买岛事件/国有化，

背后都有美国的因素。日本的举动像一面镜子，透显出美国坚决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但是，

石原不会不知道美国的政策会根据利益利害轻重作调整。为什么还要一搏呢？ 

大家知道，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的例子。1950 年兰德公司的智囊们发现

的一个定理：两个嫌犯在被捕后：1）若一方认罪并背叛同伴，而同伴保持沉默的话，

此人即可获释，沉默的同伴将会被判监禁 10 年。2）若双方都保持缄默，会都被判监

禁 1 年。3）如果二人互相检举，则同被判监禁 8 年。囚徒往往基于追求 大利益，

而会选择（3）。去年 311 核事故，给日本的打击巨大——标志着“战后”的结束，

用我的话说是“后战后”时代的开始。石原们苦心经营的在核电站掩护下的“核武装”

之梦彻底破灭——从中可见这些政治家是怎样一步步走进美国设的圈套里的（《朝日

新闻》）。国破山河在！——战后。国在山河破！——后战后。痛心呀！与假想敌的

博弈是移情、疗伤的 好方式。反正我玩完了，你也别想过好。于是，跳上美国的围

堵船与中国博弈起来了。 

回顾以往亚洲存在的国际秩序，大体讲，存在三个：中华秩序（世界中心）、世界体系

（世界边缘/半边缘——包括冷战时期在内及战时的“大东亚共荣圈”）和当代逐渐成为非边

缘的世界体系（中心化的亚洲）。中华秩序是同心圆似不断扩大的世界。世界体系是华伦斯

坦的说法，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中，亚洲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状态。作为领土纷争的钓

鱼岛是世界体系/冷战时代的产物，中日之间1978年订立友好条约时，以“密室政治”（go into 

a huddle）的方式将其悬隔起来。这是中日之间的潜规则。买岛闹剧打破了这种潜规则。 



买岛行为是隐喻(Metaphor)——把边缘中心化。暗示我要打破这种游戏规则，表达了对

历史/现在/未来看法的全部。对拒绝战败的执着、现状的不满和未来的焦虑，钓鱼岛负荷了

所有这些东西。在美国的怂恿下，民主党的前原诚司——松下政经塾/美国利益代表首开其

先（2010），后殖民的保守政治家石原继之。边缘中心化了。 

可见，意义往往不在中心，而在边缘。缺失意义的中心恰恰深藏着意义，罗兰·巴特没

有注意到。在另一个不同的文化学层次上，边缘/中心是相对的，孔子说“礼失求诸野”。这

句话给江户时代的国学家本居宣长以极大启发，到民间找日本的本真性。给大家讲一个稍微

走题的故事。话说日本国内有两类老鼠，一种大老鼠，生活在平地，一种小老鼠，生活在山

区。分析大小老鼠的基因后，人们发现大老鼠的基因和大陆老鼠一样，而小老鼠则是独特。

这个故事准确与否我不知道，但是在文化解释上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即中心——外来者，

边缘——原住民。外来者取原住民而代之后，将原住民赶往山区，自己成了主人。 

边缘即中心，中心即边缘。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边缘/中心很重要，特别是到了近代领

土民族主义出现以后。 

 

 

创造力与社会形态的研究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戴耘 

 

 教育 终是社会的一部分，如何使整个社会环境，从机制到文化有利于创造力的生成和

发挥，是一个社会是否具有活力，乃至一个社会成败攸关的问题。创造力与社会的关系，可

以见诸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创造力直接作为知识资本进入市场，使得教

育与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变得非常直接。其次，教育的“红利”不可能直接在社会中兑现，而

必然涉及政府如何在政策法规上鼓励创造力的实现，公司企业和学术机构如何发掘人才，充

分利用人才实现创造力的问题。再次， 无论是“李约瑟问题“，还是“钱学森之问”，都涉

及对社会机制，思维方式，文化价值的反思（金，樊，和刘，1983），反思的目的无非是希

望找到改善现状的杠杆。对中国来说，如何优化教育的环境（包括朱清时教授创办南方科技

大学，追求学术自治的努力），很快就会成为如何优化社会体制环境的问题。 

社会本身的结构，机制，主流价值是否有利于创造力的形成是一个研究的着眼点。

从宏观层面，垄断的经济和市场的经济，威权社会与公民社会，积极参与的民主与人心涣散

的民主，法律对市场竞争的公平的保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对一个国家的创造力都

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中观层面，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科研机构的内部构造，管理

 



方式，文化氛围，对员工的行为具有重要调节作用。企业是否注重学习，是否具有鼓励创意

的机制，与这个企业或组织是否富有创造力有直接关系。在微观层面，人与人在特定情境中

的关系和互动，个人性向如何与社会期待互动而形成有利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表达，或者如

何抑制个人想象力和首创精神。例如，各级政府或者企业的核心领导层的决策模式和过程，

是否能集思广益，做到决策的前瞻，合理，优化，还是使决策过程被长官意志所左右，下级

人云亦云，明哲保身。或者，决策层倾向于“不犯错误”的保守选择，而不是富有创意但有

风险成本的抉择，与这个组织的成败发展息息相关。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在两个方面案例作

简单的演示性描述：什么样的社会能激发创造力，什么样的组织文化有利于创新。 

 朱迪 艾斯特林（Judy Estrin）是前思科总技术执行官。她见证了美国硅谷上世纪 90

年代的兴盛和 21 世纪初的危机。在她的研究总结中，把硅谷的成功归结为“创新的生态系

统”的成功（Estrin, 2009），这个系统包括教育，文化，政策，资金，领导力这些大环境，

和研发应用的周期性。在企业文化层面，她尤其谈到硅谷早年科技人员对研发本身的巨大热

情，和进入 21 世纪后许多公司上市后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态。理查德 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是一个研究城市的经济学家。按他的统计，美国有近四千万人构成了一个以创造

为生计的阶层（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企业家，教师，等等）（Florida, 2003）。正是

这个阶层主导了美国的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习惯，趣味，时尚，等等。他从对美国所有科

技重镇的研究中得出四项创造力重要指标：1) 当地就业人口中“创造阶层”的比例，（2）

作为创新指数的人均专利数，（3）高科技企业比重，（4）人群多样性（社会宽容度）。 著

名的如硅谷，波士顿高科技园区，北卡州府地区研究金三角。 上述两人的研究都说明，创

造力的勃兴和所处的环境和氛围（机制，文化和生态）有关。 

 从更微观的企业机制和文化角度，如何营造学习和创新的新型企业环境，成为很多研究

者的课题 (Hemlin, Allwood, & Martin, 2004)；如何将固化的知识转化为活的智力，本身

是学习和迁移的问题 (Rothberg & Erickson, 2005)。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知识型企业关注的

和学校关注的是同样的学习迁移的问题。另外，从管理角度，对等级化管理向平面化过渡，

也是鼓励创新的一个举措。美国通用电器在管理上提出的“逆向创新”（“reverse innovation”）

便是其中一例。所谓“逆向”，是不遵循传统的在研发中心开发产品然后推广的路径，而是

由地方针对新兴市场（如东亚地区）直接发展高端产品，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推广 （Immelt, 

Govindarajan,  & Trimble, 2009）。这样的企业产品创新模式成功的原因是对市场的灵敏度，

对当地情况的深入理解。“谷歌”的宽松的，鼓励员工创新的管理风格也受到广泛关注

（Anthony, 2009），管理层如何将员工的想象的自由和管理层理性的自律有机结合，和教师

如何使学生的创意建立在坚实的知识，技能标准之上，有其曲同工之处。 

 大量的研究材料表明，从学校到企业，从国家到个人，创造力已经占据了一个及极其显

著的地位，足以成为一门显学，到了可以探讨建立一门创造学（Creatology）的地步。我们

可以想象这门学问应该有一个坚实的理论部分，和一个涉猎广泛的应用部分。理论部分应该

包括创造心理学，创造经济学，创造伦理学，创造社会学这些分支。应用部分应该覆盖学校



教育，企业管理，社区规划，城市建设，国家政策，等等。作为政策资讯，一个社会中教育

（人力资源，人才资源）在生产资源中的比重，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份额，企业创造力的

文化和机制，学校创新指数，城市创造力指数，从社会群体到个体，国民创造力与国民生活

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关系，这些都有可能建立在创造力的应用研究之上。培育发展国民创造力

作为国家社会战略和教育战略，也可在应用研究中获得可操作性。创造学的应用部分，还应

该包括人机互动的研究，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传统的人工智能缺乏像人那样的学习，建构和

创造的能力。新一代的人工智能研究（如“自律的认知发展”，autonomous mental 

development，AMD）试图突破这一瓶颈。可以想见，这样的突破具有革命性意义，从智能交

通系统，到新一代智能无人机，到智能型外星探测车。创造这个现实，需要数代人的创造力

凝聚。而人工智能研发的困难，让我们反观人的创造能力的神奇，激起我们理解它，保护它，

开发它的意识和决心。 

 

 

动物园的政治史 

 

       高研院驻院学者  王海洲 

 

在我们人类动物园里面，其实人类和动物的比拟，在历史上一直都存在。大家读过柏

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就说城邦有三种，一个是猪的城邦，工匠们统治这个城邦，是

低级的工匠们的城邦。第二个是狗的城邦，狗是形容武士阶层的，狗的城邦就是武士的城邦。

狗的城邦至少还有一定的秩序，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政府一样，它至少还有一定的秩序。

这两种都是动物城邦， 高等级的是人的城邦。人的城邦只能由哲学王来统治，由真正的有

智慧的人来治理，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城邦。要从动物的城邦上升到人的城邦，这是需要巨大

的努力的。很多人可能都会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可能不同

意，他写了《动物农庄》。乔治·奥威尔认为动物农庄里 聪明的当然是猪，农庄里 后猪

胜利了，猪当上了领导，它把标语刷在墙上，凡是四条腿的，长得像它这样的，天生就应该

是有权力的。在乔治·奥威尔的讽刺小说里，一帮猪成了城邦的领导，成了庄园的领袖。他

在嘲笑我们的制度，如果权力给了一帮贪婪的人，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就是集权制度的

一个化身。这是乔治·奥威尔的想法。 

在人类动物园里面，真正的是莫里斯（Desmond Morris）的想法。莫里斯作为一个动

物学家、人类学家和有独立精神的学者，他花几十年的时间研究动物学，写了几十本书，其

中有一本书就叫《人类动物园》。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就像动物生活在动物园里面，看上

 



去很自由，其实不自由，看上去很有文明，其实一切都遵循着动物的法则，动物的本能。我

们在其中生活得并不好。如果想生活得很好，不是把其中动物性的一面去掉，恰恰相反，必

须要承认自己动物性的那一面。他更有名的一本书叫《裸猿》，在世界上有 193 种猿猴，其

中有一种叫人。人是所有猿猴里面唯一一种身上不长毛的、裸体的猿。因此我们不能用“人

类”这个词来指代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换个词叫“裸猿”。他在《裸猿》里，就像写一本动

物学的专著一样，把人当做动物来描述，描述人的哺育，人的繁衍，人的性生活等等。他要

告诉我们，我们要认识到，几百万年来，我们成长为这个物种，并不是靠几千年的短短的文

明，就可以把动物性的那一面给去掉的。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动物性，把握自己的动物性，改

造自己在社会里面“人”的劣根性，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或者说一个很好

的“裸猿”，一个有希望的“裸猿”，一个将来对其他物种和自身都有好处的一种动物。因此，

裸猿是个人，裸猿也是个动物，裸猿是人与动物的一个结合体，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得

关心动物，并不是说动物的灭亡对我们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而是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动物中间

的一员，只有这样人同此心，人同此权，才能有这样的一种意识。 

在价值之争里面，如何平复这种价值之争？人保护动物，人应该怎么保护动物？人和

动物之间是不是有区别？在这种价值之争中，反映到政治社会里面，就是人对权力体系怎么

认知？我应不应该服从一些人，那些人应不应该对我有这样的权力？那我要区分出来，或者

说能够寻找到一种方式，让我能平息这种价值战争。怎么平息？有两种方式，一个守是恒性

的方式，一个叫制衡性的方式。 

什么叫守恒性的方式？我们必须把一些事物变成永恒的东西，就像伊丽莎白女王的父

亲乔治六世，在一家动物园的门口就刻着他的一句话，大意就是“动物是永恒的，我们需要

考虑这些动物，这是为我们的后代着想”。在他看来，要把人类未来的时间性给延长到一个

无限的未来，这样我们才能考虑我们的在场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唯有把我们的生活

视为是永恒的，我们才能把我们生活的当下这一刻好好想清楚。只有我想好明天我还是我，

我才能做出我应该拥有的样子。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应该是个怎么样子，因此我们现在必须

保护好这些动物，这样永恒和现实就关联在一起。在我们的权力系统里面也是这样，我们的

权力之争如果降解下去，寻找到另外一种说辞，那就是如果在未来的社会里面存在一种美丽

的政治，美丽新世界，如果在那样一个新世界里面实现一个怎样的政治关联，应该实现一个

怎样的政治系统，我们对那个东西有一种美好的追求，那我们就在现在的这个社会里面孜孜

不倦地追求它，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做的一切，而这也就是现代的我认为政治学家们应该去

好好做的，当然也应该是每个人都好好做的。因为我们现在很不幸，已经是生而为人，生而

为政治动物了。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也研究动物，他说“石头是没有世界的，动物是缺乏

世界的，而人是建设世界的”。什么意思？如果一块石头放在地上，它是不会和整个世界产

生任何联系的，因为它没法传导任何信息，它没有任何中介物、传导物。动物是缺乏世界的，

其实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动物和石头也是一样，缺乏是没有，类似于计算机语言里 0 和 1



的关系，是有和没有的差别。动物为什么也没有世界？因为动物不能体认这个世界，它也不

能向这个世界反馈任何信息。而唯有人才能建设这个世界。人不停地向这个世界反馈信息，

人也不停地从这个世界里成长出来，攫取东西，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互动的。 

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说法里面有些值得商讨的地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海德

格尔教会我们如何去思考世界的性质问题，怎么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这里面有个永

恒性，既然是动物和植物是没有世界的，也是缺乏世界的，但是石头和动物恰恰就是世界的

一分子，正是因为它们没有世界，所以它们是世界。而人既然要建设世界，就不可避免地跟

他们发生关系，这一点是永恒的。唯有认识到这一点是永恒的，我们才能对这个世界的一切

保持一个现代性。这是一个永恒的反应。 

到制衡的这个角度会更复杂一点。制衡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力 Power，一个是权

利 Rights，在这两个方面，我们存在着一个复杂性的系统观。 简单的一个词就是互动，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反馈，它永远都是互动的，它是在变动中生成

的，因此我们现在对动物的认知，我们现在存在着开放性的动物园、存在着自然保护区、存

在着小动物园、甚至还在某些地方存在的马戏团里看到的对动物的种种反映，其实我们在人

身上也不断看到这种反映。就像我们现在生而在中国，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民主是什么，我们

看到了我们的民主是什么，我们看到了有些非洲国家的民主是什么等等，我们看到了各种政

治世界的现实，我们必须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制衡的方法，而这个制衡的方法是应该停留在人

家那个时空里的，或者停留在我的这个时空里的。 

 

 

当代艺术语境的错位 

 

  高研院驻院学者  周计武 

 

 

在全球化的 e 时代，西方艺术观念的理论旅行并非单一的、单向的。一方面，来自西方

的艺术观念希望寻求阐释和方法论上的普遍有效性；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文化上的独特性和

差异性，西方艺术观念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中是以另类的方式被挪用、转化或吸收的。 

传统艺术崇尚文人雅趣，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言情表意皆以境界为上。尽管其内在演

变常常受到王权兴衰、时代更替的影响，但无所谓进步或衰退。如同日夜交替、四季循环，

传统艺术遵循着有机整体的历史观。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扛起“艺术革命”的旗帜，艺术的变

革开始有了历史的方向和意义。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进步论为主导的艺术史观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艺术创作的方向。 

自清末民初以来，革命的观念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和文化-思想观

念的现代变革。革命是社会失衡的产物。如台湾戏剧家、小说家马森所言：“革命犹如开刀，

是去除疾病不得已而为之的。……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百病丛生，故发生了革命；中国的传

统文学陈腐、雕琢，已不能承担现代人表情达意的任务，故有文学的革命。”社会革命的目

的是为了治病救人、改革时政、变法图强。甲午中日海战的失败、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让

有识之士深感传统社会病入膏肓，病夫（sick man）的想象遍布华林。中央王权的崩溃、传

统文化-伦理秩序的坍塌和西学东渐的冲击开启了现代社会的历史——一种启蒙与救亡的双

重变奏史。启蒙旨在立人，启发民智；救亡旨在图存，反抗压迫，二者相辅相成。不过，在

龚自珍、魏源、黄遵宪、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启蒙者的眼中，思想革命优先于社会革命。他

们认为：“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们的价值和精神整

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激进地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正是思想观念

的激进变革，促使国人实现了从天下观到民族国家的想象，从循环历史观到进步史观的转变。

在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美术等艺术革命，既是思想启蒙的产物，也是

思想启蒙的先锋。 

革命是一种激进的变革，旨在吐故纳新。古今之争、新旧之辨率先发生在艺术领域并非

偶然，因为艺术革命的核心精神就是求新求变。1919 年吕澂率先用西方现代“美的艺术（Fine 

Art）”观挑起了“美术革命”的旗帜。针对当时画坛“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的

流弊，以及国画传统“雅俗过当”、“莫不知所谓美焉”的毛病，他主张“革命之道”在于“阐

明美术之范围与实质”。何谓美术？“凡物象为美之所寄者，皆为艺术（Art）。其中绘画雕

塑建筑三者，必有一定形体于空间，可别称为美术（Fine Art），此通行之区别也。”众所周

知，“美的艺术”观念与现代美学的诞生开启了西方现代艺术哲学的历程。美、新、纯粹、

自律、形式、天才、创造、想象、自由等观念是现代艺术合法性的基础。吕澂的倡导切中时

弊。但陈独秀矛头一转，把现代艺术观念的研究转向中国画的诊断。他大声疾呼：“若想把

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与

西洋画比较，中国画的缺陷是缺乏写实精神。这种观点和康有为、徐悲鸿的观点如出一辙。

二人认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至极。原因何在？画论之谬也。康认为，六朝唐宋之法“以象

形类物，界画着色为主”，与欧美之画同；自王维作《雪里芭蕉》始，文人画“专贵士气”，

“简率荒略，以气韵自矜”。徐认为，中国画在风格上，以“妙”为上，以“肖”为下，一

味守旧，不够“尽术尽艺”。美术、艺术、文人画、中国画、写实等新名词的出现，表明有

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重道轻器的艺术传统，弃写意而尚写实，用西方的艺术语言系统改造我

们的笔墨语言系统，确有纠偏之意。不过，就视觉艺术而言，除了米勒、库尔贝的写实主义

以外，写实精神在西方属于学院派的传统，与印象派以来的现代主义精神有很大出入。这些

激进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对写实情有独钟呢？这或许与革命时期的整个社会氛围有关。通俗的

题材与写实的技法，一目了然，更能有效地发挥启发民智、动员民众、改造社会的宣传效果。



为了实现社会革命，救亡的需要压倒了思想的启蒙， 终把“艺术革命”变成了“革命艺术”。

所谓“革命艺术”即以宣传革命为主要内容、为政治服务的艺术。1942 年《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是革命现实主义艺术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艺术的社会功能，尤其是艺术

的政治性和民族性得到了强化。它萌芽于左翼美术运动、成熟于延安文艺运动，终结于文化

大革命。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艺术话语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以革命

叙事为内在的发展逻辑。这种革命时期的艺术就是我们的现代艺术。这是极端的历史语境导

致的第一次错位．．．．．。与西方现代艺术拒绝大众、拒绝庸俗的精英主义不同，我们的现代艺术是

在社会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双重氛围中出现和发展的。它崇尚写实精神，积极介入社会，希望

用艺术精神鼓舞大众不断前进，实现救亡与启蒙的双重目的。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

使命感，使我们的现代艺术具有另类的先锋精神。先锋首先是革命的旗帜，然后才是艺术的

观念。以红光亮为主色调的构图、人物形象塑造的三突出原则、舞台般的造型和戏剧性的情

节，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服从于抗战的需要。这是一曲英雄的颂歌。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属于后革命时期的艺术，即我们的当代艺术时期。后革命既是指

革命之后（after）的艺术，也是指对革命艺术的反叛（anti）。这是积极地挑战现实主义观念，

进行各种现代主义和先锋派的探索时期。这是极端历史语境导致的第二次错位．．．．．：西方宣誓要

告别现代主义偶像的黄昏，开启当代艺术时代的新篇章；而我们似乎重新发现了现代主义的

批判意义，兴奋地拥抱现代主义的朝阳。它萌芽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比如，李叔同、刘

海粟、颜文樑等人的印象派实验，庞薰琹、倪贻德等决澜社成员对表现主义、野兽主义和未

来主义的探索，林风眠、林文铮等艺术家运用西方现代艺术形式对传统艺术的重构，等等。

自吴冠中 1979 年呼吁艺术语言的纯化、倡导艺术形式美和抽象美开始，到 1989 年“中国现

代艺术展”为止，属于当代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它以激进的姿态挑战官方庇护下的全国

美展制度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坚持艺术的独立和自由，拒绝官方体制和学院派的束缚，

具有鲜明的前卫精神。如易英所言，“它与社会的主流文化相对抗，总是以边缘的、反叛的

姿态表现出来，并且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形式和价值观为背景。”二十世纪

九十年代以来属于当代艺术发展的第三阶段。它拥抱大众文化，关注当下性和日常感，热衷

表现消费社会中的迷惘与失落，反叛的激情消失了。 

当代艺术与现代艺术 大的不同，就是对艺术社会功能的主动疏离。上承庞薰琹、林风

眠、刘海粟等人的形式探索，吴冠中激情洋溢地打响了“创造新风格的美术解放战争”，即

形式革命。他在《绘画的形式美》、《造型艺术离不开人体美》、《关于抽象美》等系列文章中，

公开向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模式的现代艺术传统挑战，提出了形式美、抽象美、形式决定内容

等振聋发聩的观点。他认为，形式美是造型艺术的核心，而抽象美又是形式美的核心。与具

象相对，抽象虽有形、光、色、线等形式组合，但并不表现某一具体的物象。抽象美并非西

方的专利。人们对形式美与抽象美的热爱源自天性。画家一般爱画江南民居，因为除了浓郁

的生活气息，白墙、黑瓦、黑门窗之间各式各样、疏密相间的黑白几何形状构成了形式美的



魅力。八大山人对抽象美的探索走得很远。他凭借黑白墨趣、线的动荡，在具象中追求不确

定的形式，用淡墨和简笔表达了内心的不宁和哀思，构成了扑朔迷离的梦境美。因此，“掌

握了美的形式抽象规律，对各类造型艺术，无论是写实的或浪漫方法的，无论采用工笔或写

意，都会起重大作用。”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形式决定内容。我们的思想、内容、意境

等要素是融化在形式的骨髓之中的，是伴随形式的诞生而诞生的。命令形式图解内容，这是

“致命的灾难，它毁灭美术！”在谈论形式便被批评为形式主义的恶劣环境中，形式美与抽

象美的倡导无疑具有积极的反叛精神。 

如果说吴冠中意在追求艺术形式的独立性，那么“星星”美展则宣告了对官方艺术体制

的突围。展览‐查封‐游行‐再展览，让那些从文革专制中幸存下来的人们“第一次呼吸到了艺

术自主的空气。”马德升的木刻《息》（1979），以黑白两种色调、简单的轮廓线和半抽象的

形式，流露出无限的忧郁与悲凉，具有表现主义色彩；王克平的木雕《万万岁》（1979）、《沉

默》（1979）和《偶像》（1979），以荒诞的形式打破了文化政治的禁忌，讽刺了偶像崇拜的

迷梦；黄锐的油画《葬礼》、《遗嘱》和《新生》（1979），以强烈的色彩、粗放的线条和叙事

性的隐喻，展示了超现实的梦境。稍后的“85 美术新潮”以西方现代艺术为参照，用群体

活动的方式，继续进行了多样化的形式探索。花样翻新的形式冒险，虽有追新逐奇、模仿跟

风的嫌疑，但批判的锋芒和思想的锐气可嘉。如果“在美学上，先锋态度意味着 直接地拒

绝秩序、可理解性甚至成功”，那么 80年代的艺术探索无疑具有不可争议的前卫性或先锋精

神。通过拒绝写实主义技法和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艺术家形式探索的激情以另类

的方式彰显了内在批判的价值——对政治集权体制的反抗！他们意在声明，艺术家有权利选

择自己的语言与形式。80 年代末，面对无法抗拒的力量和理想主义的失落，艺术家是失落

的、无聊的、泼皮的、迷茫的。这种玩世、厌世的情绪造就了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艺术。

这些艺术以大家熟悉的符号表达了存在的无意义感。告别崇高，消解意义，艺术以自我嘲弄

的形式发出了不平之音。 

与之相对，90 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通过对传统资源和流行文化元素的挪用，开启了

艺术世俗化和产业化的时代。消费世界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使日常生活充满了“美的诱惑”和

庸俗的商业气息。艺术市场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金钱成为衡量艺术价值的一个有效元素。

通过拼凑大家熟悉的各种视觉资源，当代艺术以世俗性和前卫性的双重姿态顺利打入了国际

艺术市场，赢得了官方体制和西方艺术界的共同赞誉。在视觉形象的机械复制中，艺术、金

钱和时尚的鸿沟在艺术家暧昧的态度中被抹平了。与西方当代艺术强调性别、族裔、阶层等

少数人的文化抗议与身份政治不同，我们的当代艺术变成了国家文化的政治脸面和青年“布

波族”的生活风尚。这种历史语境的又一次错位，既是对革命时期英雄颂歌的嘲弄，也是对

后革命时期精英批判立场的反讽。我们的当代艺术似乎同样陷入了既前卫又保守的尴尬境

遇。 



 

【学术沙龙】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召开“东亚汉籍的研究方法”学术沙龙 

 

卞东波 
 

域外汉籍研究兴起二三十年来，基本上集中在对具体文献与典籍的研究上，

鲜有方法论上的总结。所以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后，如何在理论与方法

上探索域外汉籍研究的新路径，进一步提升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水平，显得极为

迫切与必要。有鉴于此，国内惟一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南京大

学域外汉籍研究所于 2012 年 5 月 6 日假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召开

题为“东亚汉籍的研究方法”的学术沙龙，邀集中日韩三国学者围绕这一主题进

行讨论。这次学术沙龙共有来自日本大阪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晓庄学院以及南京大学，

共 18 位学者与会并作发言，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院长周宪教授到

会致辞，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主持了沙龙并做了引言。 

 

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 

 

2010 年，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成立十周年，次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张伯

伟教授主编的“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二辑，其中就有他撰写的《作为方法的汉

文化圈》一书。在当日的学术沙龙中，张伯伟教授以此作引言，首先说明了本次



学术沙龙题旨的由来。从工具论的角度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术研

究应当有方法论的自觉。研究方法是特定研究对象的对应物，研究价值的大小高

低，不仅取决于问题的提出是否有客观依据，而且也取决于解决的途径是否符合

问题本身的自然脉络。进入新世纪以来，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已有长足的发展，

现在到了需要总结其研究方法的时候了。其次，如果域外汉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

学科领域，应当满足三方面的条件，即丰富的资料、特有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一批

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为了逐步达到这个目标，也需要适时回顾和总结研究方法。

第三，是立足于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省。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其学术方法、理论

框架以及提问方式，占据主流的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外来的”。这可以

用《诗经》中“云谁之思，西方美人”来形容。而面对西方的挑战，东亚的知识

人也将重点放在面对西洋文明的对话，忽略了东亚文明之间的对话。为了改变这

种局面，有必要以汉文化圈中的汉文献为整体，将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

南等地的汉籍文献放在同等的地位上，寻求其间的内在关系，揭示其同中之异和

异中之同，以创造出一种新的思考模式和新的研究方法。由于域外汉籍研究牵涉

到文学、史学、哲学、经学、文献学、中外文化交流、艺术史等学科，所以处理

的方法必须是综合的，调集一切手段对研究对象进行综合研究应是 21 世纪域外

汉籍研究以及东亚古典学研究的有效途径。 

 

域外汉籍作为方法在东亚文史研究中的运用 

 

出席沙龙的不少学者皆从自身的研究出发来谈域外汉籍在东亚研究中的作

用，以此来显示域外汉籍作为方法的重要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在发

言《东亚汉籍与中国史研究》中，说明了域外汉籍在明清史研究与史学史研究中

发挥的巨大作用。他指出，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抗倭战争，中文研究界尚未出现

一部让人眼前一亮的著作，中国学术界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至今依然模糊不清，究

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所存的关于这次战争的史料比较匮乏，而且甚至还有不少歪

曲龃龉之处。如壬辰战争中的明朝经略杨镐，在明朝史料中是一个贪功冒饷的庸

才，而在《朝鲜王朝实录》中却是一位“再造藩邦”的名将。通过朝鲜汉籍的记

述，可以还原历史真相，廓清历史疑云。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孙英刚副教授则以“五色大鸟”与“朔旦冬至”为例，

展现了域外谶讳文献对中古史的研究的意义。谶讳之说在中古社会构建政治合法

性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貌似不经的文献在

中国本土散佚严重，但非常难得的是，在日本还保存着《天地瑞祥志》、《五行大

义》、《天文要录》等非常重要的唐代纬学著作，对于还原中古时期的政治史、思

想史原态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吴正岚副教授在《域外汉籍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

突破》的发言中，结合她本人多年从事的六朝江东士族文化研究以及明代中后期

文学思想研究，指出域外汉籍有助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突破。她举例说明，日

藏汉籍《文选集注》中就保存了多种在中国失传的六朝江东士人的著述，以经史

之学为主，反映了江西士族以儒为本的学风。再如朝鲜本中国汉籍明人贺钦所著

的《医闾先生集》中就包含了有关唐顺之学术经历的重要信息，对于认识明代古

文学家唐顺之的文学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南京航天航空大学艺术学院蔡雁彬副教授，则以朱子《小学》为例说明，中

国典籍东传及其在东亚蒙学教育中的地位和影响，比较了中国典籍在东亚不同国

家发挥的不同作用。 

 

深入域外汉籍研究的不同路径 

 

本次学术沙龙的主题是“域外汉籍的研究方法”。所谓“方法”，并无新旧之

分，只有利钝之别，如何使用不同的方法深入域外汉籍研究是为本次沙龙的焦点

之一。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金程宇副教授在《关于东亚汉籍研究中的外文史

料——以日文史料为例》的发言中，特别指出应该努力开发与利用以朝鲜谚文、

越南喃字、日本假名撰写的文献，这类史料大体可以分为原始资料与研究资料两

大类。原始资料中的日本古文书、日文的训点资料，研究资料中的室町时代的日

文“抄物”、江户时代的日文“头书”与“首书”以及明治、大正时代的日文译

注书都对中国古典学研究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唯其用不同时代日语书写的，故目

前中日学界除研究语言学者外重视者不多。对此他指出，外文史料的运用，不仅

是一个语言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学术方法的问题。 

南京大学历史系陈波博士特别关注了日本《华夷变态》、《崎港商说》中保存

的“唐船风说书”，即日本江户时代长崎唐通事对到日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

呈江户幕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一带消息的报告。他以风说书中李

自成形象为例说明，信息如何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过程发生变异的，因而风说书中

渗入了唐通事的意志、情感、好恶乃至想象。 后，他认为要进一步研究风说书，

必须与中文史料对读，并与朝鲜使者的《燕行录》进行对比研究。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何慈毅教授则介绍了琉球国汉文史料集《历代宝案》的

成书与价值。《历代宝案》是琉球王国的一部外交文献集，收录了自明永乐二十

二年（1424）到清同治六年（1867），琉球王府与中国明清朝廷及周边国家之间

来往的各种文件书信。《历代宝案》对于明清时期的东亚朝贡体制，以及东亚国

际关系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卞东波副教授在《关于撰写“域外汉籍善本书志”



的设想》的发言中，提出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推进，从总体上观照域外汉籍，编

纂世界范围内的“域外汉籍总目”也渐渐提上了学术日程。但这项工程过于浩大，

可以先从撰写“域外汉籍善本书志”做起，将域外所存的珍稀的，与中国研究有

关的域外汉籍以书志的形式呈现出来，供东亚研究者参考。所谓书志，不是目录

学，不是图书馆卡片的放大，不能仅有名书、作者、出版年代等信息；也不是版

本学，不能仅介绍版本方面的信息。书志，应该包括目录学和版本学的内容，

重要的内涵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朱旭强博士在发言《越南文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举

隅》特别指出了越南历史及其文献的独特个性，越南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前近代

时期一直在域内与域外之间摇摆，其文献的书写品质与刊刻、流传状况不能与日

韩汉籍相比。但是作为中国南方文化延展的越南以及非经典意义上的越南文献，

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南北分层，以及传统的文献学研究都有诸多启发意

义。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徐黎明博士在发言《关于汉文化圈、东亚以及方法论的

一些思考和困惑》中提出，方法应像点石成金的“指头”，能够为域外汉籍研究

指出向上一路。他从自身研究出发，认为目前的域外汉籍多关注于古代的汉籍，

而对近代的汉籍关注不够，如康有为的著作在朝鲜有多种翻刻本、节录本及翻译

本，对朝鲜近代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于这部分汉籍也应该加强研究。 

 

以域外汉籍为载体的综合研究 

 

“综合性”也体现了本次沙龙的特点，即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框架下，以域外

汉籍为载体，打破学科的壁垒，对东亚学术史上诸多问题进行多学科的观照。韩

国学者中国海洋大学郑墡谟副教授的《北宋使行与“小中华”意识的成立》对朝

鲜历史上的“小中华”意识进行了溯源，将其追溯到北宋，而北宋时的“小中华”

意识不同于明清之际具有夷夏之别意识形态色彩的“小中华”意识，更多的是带

有一种文化的荣耀。此种意识的产生就与 1071 年，高丽与北宋邦交的恢复有关；

特别与高丽使臣朴寅亮在汉文化上的博学通识有很大的关系。 

日本大阪大学文学部合山林太郎教授在发言《在日本的江户汉诗研究史——

以日本文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为论述中心》回顾了日本战后对江户时代汉诗

研究的情况，特别着力介绍了近年来的 新研究成果。他 后又提到，研究日本

汉诗，不能忽视中国这个“他者”的存在，必须放在“东亚文艺共和国”的框架

下，结合清朝和日本以及朝鲜和日本之间文学文化交流史来丰富现有的日本江户

汉诗史研究。他 后提出，有必要在中国及东亚汉文学研究中对现有日本文学的

研究成果重新进行定义；同时对汉诗文在日本的特有现象的评价，如“训读”，



从东亚的角度对日本汉文学进行思考。 

韩国学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琴知雅副教授也谈了她在域外汉籍研究中努

力的方向，包括中朝典籍交流史，清代的“神韵说”在朝鲜时代的流传的样态，

以及她协助韩国延世大学全寅初教授编纂《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的情况。她

后提到，她今年夏天将出版一部韩国典籍流传于中国的目录学著作，无疑对朝

鲜典籍西渐研究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石立善教授在题为《从日本到敦煌——日本古钞本儒

家经典研究方法之反思》的发言指出，现在一些经学研究者在点校经学著作中，

不懂古代钞本的通例，在解读日本所存中国经学古钞本时，产生了很多错误的理

解。他认为要进一步推动日本古钞本研究，要寄希望于全面影印工作的展开，综

合性提要的撰写，以及综合性及各经校录研究的编纂，所以需要经学研究者与小

学研究者的介入，并结合敦煌出土写卷作比较与互证的研究。 

南京大学文学院俞士玲教授以朝鲜时代女性作家金锦园所写的《湖东西洛

记》为例，探讨了东亚汉文学史上的山水与汉文学以及女性文学的问题。金锦园

33 岁写成的《湖东西洛记》是对她 14 岁的游历的追忆，也是东亚汉文学史上

长的一篇山水游记。这次金锦园少女时期的远足，不但是山水之旅，更是文学之

旅与心灵之旅。独特的书写方式，使《湖东西洛记》这篇文本很有中国《红楼梦》

的韵味。 

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陈彝秋副教授发言对明初朝鲜半岛奉使南京的路线进

行了考述。她先考证了明初朝鲜使者出使南京时的三条路线，即纯水路的路线，

海陆结合的路线以及放弃海路的奉使路线。朝鲜使者路线的变换有着深刻的历史

背景，和明代的时局有很大的关系。 后，她又论述了朝贡路线的变化与文学创

作之间的微妙关系。 

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童岭博士在《百济在南北朝隋唐汉籍史上之地位—

—从公元 372 年东晋“内臣化”册封说起》勾勒了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在中古时代

汉籍流传史上重要地位。百济早在南北朝时从就南朝梁陈等国输入了汉籍，对本

国的制度与文化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同时，百济又是大陆汉籍传播到日本

的推手，对日本文明演进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亚古典学的再出发 

 

本次沙龙持续了四个小时，各位学者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大家的热烈讨论，

无不昭示了域外汉籍研究在 21 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将大有作为，也必将成为本世

纪的学术热点；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以及作为方法的域外汉籍研究将成为东亚古

典学研究的重要助推剂，也是东亚古典学研究再出发的起点。沙龙结束之际，张



伯伟教授又饶有兴味地讲起美国著名导演卡梅隆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讲的一

段话：“当我在机房剪辑电影的时候，在电脑屏幕旁边总是放一把剃刀，如果这

部电影搞砸了，就用剃刀自行了断。”张教授对这段话加以引申说，我们从事学

术研究也应像卡梅隆一样具有冒险意识，而不能贪图安全。只有不畏艰险地大胆

开拓，才能取得巨大的学术收获，并将学术事业推向前进。域外汉籍研究正是这

样一项充满了挑战和风险的事业。 



【跨学科研究】 

 

 

 

 

 

 

 

“多学科视野下的冲突与决策”工作坊 

 

编者按：2012 年 月 日，高研院高研院“冲突域决策”研究团队邀请来自复旦大学、上海

交通大学、荷兰乌特勒支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安徽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学者及政府、企

业代表与南京相关院系学者 17 人在高研院举行主题为“多学科视野下的冲突与决策”学术

工作坊，本次工作坊为响应高研院提出的“人文关怀与跨学科研究”的号召，倡导各个学科

的学者相互交流以激发灵感，并对热点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本活动内容由南京

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马红利、卢华楠协助整理。 

 

 第一组  冲突与社会情境 

 

李瑞昌（复旦大学） 从开发顾客到培育公民：空闹事件的维安妤困之道 

空闹事件近几年来越来越多，人们普遍关注这一事件，另外对上海航空公司所做的一些

调查报告给予了材料支撑。危机管理现有研究框架包括以下两种方式：其一是发生一件事件，

然后寻找解决这一事件的对策；其二是危机管理的过程及其每个过程的每个环节是怎么管

理，这两个是目前主要的危机管理方式，机场 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由于种种原因，

机场存在着维安的困境。 

航空公司的服务要顺利完成需要五个利益相关方的合作，航空公司、民航局、机场的集

团、顾客和政府。民航局对航空公司进行监管，地方政府为民航局提供保障，并对机场集团

和航空公司进行监督，航空公司对顾客的服务关系，航空公司和机场也是服务关系。 

近几年发生的机场事件的数量尤其是 2012 年发生的 多，对这些事件定性很重要。 空闹



事件性质一般分为恐怖事件和政治治安事件，以后者居多。对事件的定性关系到惩罚度问题。

空闹事件的定性可以用空间和时间标准来看。从空间来看，空闹事件可以发生在高危险区域

和低危险区域，从时间标准来看，可以发生在作业时间和歇业时间，如果事件发生在高危险

区和作业时间内，则基本上定性为恐怖事件，对这一事件的惩罚力度较大。 

从近几年的空闹事件来看，事件特征是：都发生在低危险区域，都发生在作业时间内，

正在朝向恶化与扩大趋势，如暴力倾向严重，砸坏机场设施等。机场事件的原因，首先是因

为机场航班的延误。导致航班延误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天气原因、流量管制，就是说民航每天

的航班流量要和军方协商，不是自己能控制的，另外是公司自身原因。其次是航空公司的服

务使顾客不满意。调查显示，顾客投诉航空公司的主要原因就是延误和行李运输问题，如行

李丢失或损坏等。再次是赔偿不合理。因为国家只规定了机场事件发生应该赔偿，而没有具

体规定怎么赔偿，所以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一套赔偿制度和标准。 

    为了建立长效机制预防空闹事件的发生，航空公司需要把顾客不只是当做顾客，更要把

他们看做公民，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具体措施是：第一、权力生成前的钝性机制，即航空

公司可以公开有关航班的信息，让公民了解航班延误事件是常有之事。第二、权力受损中的

耐性机制，即民航局可以对延误航班进行排名，会产生一种压力，使各个航班意识到自己延

误的严重度，改善服务，公民也可以从中得到信息，理性的选择准时的航班。第三、权力受

损后的韧性机制，即航空公司要建立长效的顾客维权机制。 

 

吕孝礼（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1992 年骚乱中的洛杉矶警局：探讨一个神秘组织怎样处理不确定性 

该主题是探讨危机管理者怎样应对不确定性的其中一个案例。罗森塔尔教授执教于荷兰

莱顿大学，1984 年创办了莱顿大学危机研究中心，他对危机的定义被国内外普遍接受。他

认为危机有三种属性：紧迫性、威胁性和不确定性。单纯从不确定性来研究危机是个很好的

视角。危机管理者在处理不确定性时有多种应对策略，我们从各种文献中从个人、中观、宏

观角度整理出很多应对策略。很多经典文献都只是零散的提到不确定性问题，而在危机管理

中专门研究不确定性的学者较少。许多心理学家等从实验室做试验来研究不确定性，而没有

考虑社会情境，另外许多人单纯从微观或宏观的角度研究不确定性，而没有系统的综合研究。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用一个 Sense-Making 的理论模型来描述这种不确定性，这一模型

展示了组织或个人遇到不确定性情境时的心理流程或组织流程，它综合了微观和宏观层面，

相对比较系统化。但是我们所要做的是考察制度因素（Institutional 理论）对

Sense-Making 过程的影响，即制度化程度对 Sense-Making 的影响。我们涉及到的是如何在

二者的契合点上把二者联系起来的问题，即我们考察的重点在于，什么样的制度情境会导致

危机管理者选择应对策略多样性。 

我们对制度化程度采用内在制度化和外在制度化两种维度。探索某个组织在突发事件案

例中应对不确定性因素时，我们可以涉及 4 个案例：新奥尔良飓风事件、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洛杉矶骚乱事件、2003 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可以说明在

不同条件的制度化情境下应对策略不同。此处仅介绍洛杉矶骚乱事件。 

洛杉矶警局按照制度化程度可以被认为是神秘性组织，即内在制度化程度正在降低，外

部制度化程度依然很高。1991 年洛杉矶警局对醉驾的一个黑人实施了暴力被媒体曝光，警

局遭到舆论攻击，其外在合法性正在下降。1992 年法院宣判实施暴力的四个警察无罪释放，

导致骚乱发生，53 人死亡，700 多人受伤，烧毁房屋多处，给洛杉矶造成了 10 亿元的损失。 

谈到洛杉矶警局首先要对洛杉矶有个了解。洛杉矶城市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洛杉矶是

个移民城市，从 40 年代开始，黑人、亚洲人等其他种族不断涌入，造成文化多元化，种族

冲突加剧。同时洛杉矶从 70 年代经济出现衰退，失业率高，到 80 年代洛杉矶的毒品贸易、

暴力和犯罪现象严重。 

洛杉矶警局从 1869 年启动支付经费的警察局模式，1923 年受进步主义运动和市政改革

的影响，洛杉矶修改了城市宪章，规范了警察局模式，洛杉矶警局内在和外在制度化程度呈

现上升态势。1950 年以后，威廉帕克掌管了警局，帕克被称为美国警界积极模式（Aggressive 

Police Model，APM）之父，他把这一模式应用到洛杉矶警局，并取得成功，洛杉矶警局得

以从一个内部和外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组织(organazition)演变成为一个内部和外部制度

化程度较高的机构(institution)。1960 年帕克死去后，警局内部出现了权力斗争，70 年代，

人们认为帕克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局势，其合法性降低，便开始推行社区模式

（Community Police Model，CPM）。70 年代末，加州推行减税政策导致其经费不足，而 CPM

却需要大量经费来维持，所以盖茨警长上台后又转向使用 APM。但是 APM 有许多消极作用，

它主要是对犯罪发生后的一种应对，进行积极的调查逮捕，而 CPM 依靠邻居社区等力量避免

犯罪发生。洛杉矶警局外在合法性遭到质疑，但是由于洛杉矶城市犯罪率高，所以很多人对

其仍然具有依赖性，加上警长任期是终身制的，所以外界仍然和洛杉矶警局保持稳定关系。

尽管洛杉矶警察使用暴力的事件不绝于耳，但是市政委员会和市长等仍然依赖洛杉矶警局。

直到 1992 年骚乱发生后，洛杉矶警局遭到外部批判，外部合法性降低。 

洛杉矶警局在骚乱中应对不确定性时具体采取的措施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骚乱事件发生前夕。宣判结果之前，洛杉矶警局对可能产生的骚乱预期还是

有的，不确定性是骚乱发生的范围或程度有多大。洛杉矶警局采取了谨慎性措施，根据既有

的规章采取常规性的对策。宣判结果在 3 点钟出来后，四点，洛杉矶警局高层领导人激活了

紧急管理中心，命令警察加紧戒备，宣判两个小时后，警察发现了有市民聚集状况发生，这

一时期采取的是常规化的应对措施。这一时期洛杉矶警局也暴露出了问题，在紧急管理中心

激活后，高层参与人对它的响应有限。 

第二阶段，洛杉矶警局 aggressive police model 瘫痪。随着骚动市民人数增多，警局

无法应对，所以警察撤退出现场，这在史上是不常见的，他们逐渐的发现临时指挥部的设备

不完善，直升机用来观察现场，下命令，但是直升机硬件通讯设备旧，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下降。警局领导人任何人不想承担责任，没有人下命令，主持大局，特警由于准备不充分也



造成瘫痪，洛杉矶市长和州长被迫调进国民警卫队，这意味着洛杉矶情形失控，洛杉矶靠自

己的力量无法解决，外界军队介入洛杉矶，对他们影响很大，标志着他们的外部合法性降低 

第三阶段略。 

 

田贵良（河海大学） 沿海港口资源开发中区域冲突与整合—以江苏沿海开发为例 

国际大宗贸易运输都是通过港口来承担的，经济发达地区一般都集中在沿海地区，港口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09 年我国颁布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把江苏沿海港口上升到

国家战略规划，所以以江苏沿海开发为例进行探讨。 

在《新港口法》颁布之前，我国所有港口都是由国家交通部统一管理的，但是之后，每

个地区的港口由各个市来管理，即一市一港，每个市都想把港口做大做强。新的权属确定后，

受地方利益的驱动，在港口资源开发过程中会造成资源浪费和区域冲突，所以港口亟待协调

合作与整合。 

国际组织协调下的自由竞争和合作。日本东京湾六大港口规划较好，开发生态岸线，值

得借鉴，反而江苏沿海港口大都是工业岸线，污染严重。需要转变结构。江苏传统的是沿江

开发，现在要转向沿海开发。江苏经济总量很大，但是在沿海开发上，处于后来者。 

鹿特丹港是欧洲的门户，为了避免区域竞争欧洲建立了欧洲海港组织，这一成功模式，

值得简介。另外纽约新泽西港成立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协调区域利益冲突。国内主要是靠两

大路径整合康口，一是行政力量，如舟山和宁波港，依靠行政力量进行整合。还有依靠市场，

如秦皇岛靠河北港口集团协调利益、区域过度竞争和矛盾的出现。 

江苏港口开发情况及代际配置问题。江苏三个港口协调麻烦，因为彼此势均力敌，没有

龙头老大，如连云港具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是陇海线的东方桥头堡，是贯穿中西部的出

海口，南通港优势是靠上海，整合比较困难。我们要在“代际公平”观念下解决沿海港口岸

线的区域利用，开发资源是为后代人考虑的，当代必须有代际公平观念。 

代际配置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现代人对岸线资源的利用是否破坏了后代人发展的

基础，现代人对岸线资源的投资是否与他们所消耗的岸线资源量相匹配。第二是现代人对后

代人的补偿行为能否实现。由于理想的状态并不存在,如果岸线资源在当代和后代人之间出

现不公平现象,出现岸线资源的数量失衡和功能存量失衡现象。此时当代人应该对后代人进

行补偿。出现数量失衡可以提高科技水平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应达到代际公平,而出现绝

对失衡就必须通过代际主动的财富来转移或者对后代人进行补偿。 

解决公共资源开发问题有两大路径，一是根据产权论，即明确规定自然资源的权力所属，

另一个是通过税收的方式，取得代际补偿资金，由于时间关系，田贵良就代际配置管理的原

则，待机财富的转移，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模式，代际的协调利用，对岸线的监管等做了简要

的叙述。 

 

李中权（南京大学）  社会困境中的冲突与化解：情绪的社会功能视角的分析 



从微观角度情绪的社会功能来窥探社会困境。社会困境指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发生冲突

的情境。现实案例包括人口增长、环境污染和军备竞赛等。这三个案例都反映了个体利益与

群体利益的冲突。 

社会困境模式有三种：囚徒困境、公共品困境和资源困境。社会困境的影响因素有：1，

个体差异变量，如社会价值取向不同，性别不同。有人是利他主义，有的是利己主义，女人

比男人更加利他。2，任务结构，如决策结构和社会结构 3，知觉与策略，如沟通、框架等。 

情绪的社会功能。情绪是化解社会困境中的冲突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方法，也是个体决策

不可缺少的因素。一个案例是菲尼斯盖奇事例，他是一个铁路工人，工伤痊愈后，情绪前后

变化很大，心理学家对他进行智力评估后，发现一切都很正常，唯一不同的是他因脑损伤情

绪功能发生变化，手术后他不能做出合理的决策，因此心理学家认为没有情绪的参与不能做

出合理的决策。 

  情绪的社会功能表现为四个层次：个体水平，对子水平，群体水平和文化水平。个体水平

指个人的愤怒或高兴情绪，对子水平是指两个人互动产生的情绪，如我们看到他人悲伤，自

己也会难过等，群体水平是指群体对情绪的反应，如球迷对进球的欢呼等，文化水平指一个

人的情绪受到其文化背景或价值观的影响，如回教徒看到别人吃猪肉感到愤怒等。 

（小组讨论略） 

 

第二组  冲突与组织情境 

 

马如明（企业代表）  现行法律环境中雇佣关系的苦乐体验 

作为企业代表，在这里主要分享了一些劳资关系的苦乐体验，主要要点有： 

第一、三“S”：Say，Stay，Strive，即员工是否愿意说出自己在哪个公司工作，有没

有自豪感；愿意呆在这个公司与否，是否对该公司满意；是否愿意为这个公司奋斗努力。这

对公司的效率和竞争力有重要影响。 

第二、资方和劳方的雇佣关系中的困境。（1）劳工旷工问题难以管理，员工部门间的调

动艰难。（2）为防止本公司技术员工不到竞争对手那里去，需要付出的物质代价很大，如工

资补偿等。（3）劳动合同问题。无固定期限合同对公司约束力大，反而对员工约束不大，这

制约了公司的有效发展。（4）规范性企业的负担过重，如缴纳养老金等，加剧了公司成本。 

第三、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法律都应该一视同仁，否则两败，即企业和员

工都失败。 

 

陈侠（上海交通大学）  不同关系模型下对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评价初探 

   人类的社会关系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种模型，在这四种类型中我们着重考察在共同体模型

（CS）(每个个体与群体的利益是等同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和市场买卖这种交易关系模

型(MP)下人们对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的道德评价。 



外国产品和本国产品的道德伤害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因缺乏社会责任感而导致

的品牌危机，如麦当劳的苏丹红事件，人们认为在市场买卖关系模型下，与国内品牌相比，

外国品牌所发生的危机事件更具道德伤害性，他们的过错是我们更加无法原谅的。人们对国

内和国外品牌危机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道德判断和消费者对品牌危机的心理反应。陈冠希艳照门事件、伊能静绯闻、唐骏造假

文凭等事件使人们把品牌代言人和品牌自然挂钩，消费者对品牌的看法与明星代言人的道德

挂钩。如果明星道德有污点，消费者自然地感觉这个品牌就是不好的，这就造成一个品牌的

危机。 

诚信和信任在西方文化中的源头。主要从历史学的角度回顾了诚信和信任在西方文化中

的起源，指出诚信在经济活动中举足轻重。在中国文化中，诚信这一品质主要表现为女人的

贞洁牌坊，女人不应该失去贞洁，它比任何东西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 

   

李虎（南京大学）  旅行者困境；己方支付效应和噪声效应 

李虎老师主要给大家讲了一个点球游戏，通过这个点球游戏表明罚金越高，人们之间的

越难合作，罚金的制度性因素对人们影响更大（相较于人们彼此的信任），合作结果如何与

初的信任没有关系。说明了影响合作的罚金制度性因素与信任之间的关系。 

 

程德俊（南京大学）  不同关系情境下的谈判行为和结果 

独裁者游戏。通过独裁者游戏（游戏中一个人是分配者,决定分配固定份额的钱;另一

个是接受方,决定接受还是拒绝分配方案）解释了接受方宁愿双方所得为零,也不愿意接受收

益为正,但对自己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从而得出影响谈判行为和结果的因素。 

关系情境对谈判经济结果的影响。谈判是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解决由于分配或交

换带来的分歧和冲突而达到一致意见的过程。谈判分为分配式和整合式两种。在分配式谈判

中，谈判者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合点，属完全竞争关系。在整合式谈判中，由于谈判双方利益、

偏好、选择的不同，双方能够通过谈判带来共同利益的增加。各方的目标并不完全对立，实

现一方的目标不一定是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的，因而能够产生双赢。 

根据关系的远近亲疏，我们可以把关系情境分为生人关系情境和熟人关系情境。在这两

种不同的关系情境下，对谈判的结果也不尽相同。 

对于谈判结果而言即包括经济收益,也包括心理收益。经济收益是客观的，包括个人收

益和联合收益，联合收益是指在整合式谈判中，既要考虑个人收益,也要考虑联合收益，联

合收益能反映出是否达成双赢的状况。心理收益是主观的，包括公平感、自我价值观和关系

价值观。中国人在熟人关系下在乎对方利益,追求均等原则;在生人关系下不在乎对方的利益,

追求自利原则。 

收益差距与公平感的关系。总的说来,维持人类的公平感有三种 基本的分配原则：公

平原则,均等原则和需求原则。当谈判对象与自己具有朋友关系的时候,人们更多使用均等原



则，当谈判对象与自己是陌生人关系的时候,人们更多采取公平原则，而当谈判对象与自己

是家人或重要关系时候,人们更多采取需求原则，也就是说,随着对方与自己的关系越来越亲

密,谈判者会更多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从谈判者的角度,收益差距可以分为两种情况：自己的个人收益比对方少，以及自己的

个人收益比对方多。个体的社会效用既受到个人收益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个人与对方收益差

距的影响。谈判者的个人收益比起对方的个人收益越少,则谈判者的公平感越小。谈判者在

熟人情境下关心对方的收益，但当收益差距非常大时,公平感就发生逆转。在生人关系情境

下，谈判者并不关心对方的收益，只有当收益差距非常大时,他们才会关心对方的利益。 

收益差距与自我价值感的关系。研究显示，在生人关系情境下,自我价值感随收益差距

增加而增加，在熟人关系情境下,自我价值感不受收益差距的影响。另外，在中国特殊文化

背景下，关系是谈判中难以避免的一种文化现象。熟人间谈判常常是信任关系的同义词。然

而，实践中很多谈判者往往避免与熟人进行谈判。熟人间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家庭和血缘

关系。双方都不愿意撕破脸皮，与对方谈论利益。为了维持双方的面子和自尊，与熟人谈判

很难有真正的“杀价”行为。如果与对方过多谈论利益，无形中损害了良好关系。通过考察

不同的关系情境会对谈判结果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同样的谈判结果出现在不同关系情境

下，会对谈判者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熟人谈判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产生有效的结果。 

（小组讨论略） 

 

第三组  中国社会冲突中的企业、政府与社会 

 

蔡宇杰（西交利物浦大学） 从政府、企业和员工多方视角探讨和谐劳资关系的构建 

人力资源管理、劳动关系和职业安全---基于中国煤矿企业的实证研究。煤矿领域的冲

突比较多，如工伤、劳资冲突等。本文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煤矿事故实证分析：中国经

济得而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煤炭的消费，但是代价也很沉重。因此政府对职业安

全管理增大。然而职业安全的形势仍然很严峻，煤炭百万吨死亡率中国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而且中国的煤矿企业更倾向于使用不安全生产方式。中国的煤矿比较深，开采不易。原因探

析：企业、企业战略等方面。乡镇煤矿和国有煤矿的比较，国有煤矿更容易发生大事故。公

有和私有煤矿有何区别？企业所有制使得企业采取不同的措施。在中国， 危险的行业用的

是 没有资质的员工。“泰勒制”。“灾难学的轨迹交叉理论”，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

状态结合在一起爆发。本文的参考材料来自官方出版的案例集。原来都用特种工，如瓦斯爆

炸检查工，但后来串工现象比较严重。80 年代死亡人数激增（国退民进时代），06 年以后下

降（煤矿安全总局的管理）。山西等产煤大省事故 多。煤城和瓦斯爆炸 多。国有煤矿工

人的不安全行为要高于城镇，制度落实不到位，管理混乱是 大的原因。没有给工人配备“自

救器”。HR 越不规范事故的损失越大。 工人的安全不安全行为对事故的影响大不大？“三

违（违章、违纪、违反 作业流程）”现象，工矿死亡率。“领带带班下井制度”。工矿在激励、



考核方面作用更大。提高工人满意度。经济化管理。新的技术设施也许比不上员工之间相互

依赖和信任的安全感。Just in time and Quality circles 与职业安全负相关。为节省时

间，工人们会冒险提前完工；侥幸心理（经验丰富的老员工）。Finicial moment 是工人

关心的。本文通过理论、历史的数据和实地的考察，探讨了煤矿领域的安全和冲突。 

  

张海波（南京大学） 中国社会矛盾的内涵、结构与形式 

对信访个案研究从方法上可归为实地研究的类型，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法。我刚开始觉

得信访研究很难，接触不到对象，有很多政策限制，所以从 基础的做起。在白下区做了两

年，其方法有派学生蹲点。信访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不主张立马废除信访制度，网上声望

比较高的学者还有老百姓，现实中信访负面报道很多。我们这里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很多地

方信访做的很强，如河南。原来信访的任务就是转接，接待完后就把事情交回原地处理。维

稳困境和信访悖论研究。对于维稳困境的学术性研究并不多，政策层面有涉及。 

人民论坛做过一个相关调查，发现内保支出超出国防支出。越维稳越不稳。投入大，社

会冲突却越来越多。从维稳困境出发，解决核心在信访悖论，即有信访，却难信访。老百姓

要信访，会受到各种阻碍。 比如农村地区源源不断的上访问题。在中国的维稳困境中，信

访问题是核心。不再用对抗政治和社会冲突，而是采用社会矛盾这个概念。社会转型造成的

结构性矛盾。利益博弈，比如拆迁，不涉及政治利益，主要是双方在社会上的结构性差异。

劳资冲突是否是一种社会矛盾？什么叫社会？中国社会矛盾的总量与结构包括三个形态：风

险社会、转型社会和网络社会。风险社会，风险制造者和风险承受者。风险制造者有组织不

负责任。更多的是现代性的一个阶段。社会分配的矛盾不再是财富的矛盾，而是安全、发展、

环境的需求。转型社会，政策的受益者和政策的受损者之间的差异。网络社会，结构性的颠

倒关系。网络不再仅仅是一个管道，也是一种社会形态。这三种与中国相关的社会形态在中

国方兴未艾。制度外、内出口包括夜晚政治（违法政治）、圆桌政治（谈判）、聚众政治（上

街闹事）。 

信访总量在下降，为什么？基层数据失真导致数据整体失真。事实上，信访确实解决了

许多问题。群体总量在上升。维稳的困境在于信访悖论。 终目标上，减少信访，结果与初

衷相悖；体系结构上，在基层解决信访问题是困难的；运行机制上，片面强调信访的维稳功

能而忽视了信访的维权功能。 

信访制度是在不断变化的，破解维稳困境一定要先破解信访悖论。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如

何处理？要有长远的眼光，使民众“信才访”。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信访是政治稳定的

心态底线。信访怎么走？有两派：强化扩权派、削弱取消派。信访与司法的关系：是信访扰

乱了司法还是司法扰乱了信访？涉诉涉法信访比例比较高，是否是法律引起的。笔者认为，

是司法扰乱了信访。信访制度不可替代。改革的建议是从组织目标、体系结构、运行结构上

面改革信访制度。中国信访的现状：“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所以对于信

访扩权态度仍然比较谨慎。第三方介入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张颖（政府代表）  信访冲突的化解 

离开中国的国情谈信访不现实，因为中西方体制不一样。信访在红军时期都开始出现，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创设信访办。信访的功能：信访局有接待，转授，交办，督察督办的功

能。 

信访原则：信访总量不管多少，追根溯源，百分之九十跟各界党委政府，政府部门，上

到中央，下到村委都是有关系的。关系既有利，也有弊。如何化解信访矛盾？（1） 从中央，

国务院到乡政府，在制订政策的过程中，要做到公正公平科学合理连续。（2）形成信访问题，

要真真切切一动就有效，对群众的合理诉求，要想办法解决(3)对于无理采访闹访的，没有

特别好的办法，但要有打击力度。 

 

张子源（南京大学）  冲突类型与诱因决策 

克拉克·特尔的文献。《工业冲突和调解》：一：冲突源头：（1）情绪的不满，敌意态度、

申诉、利益的对峙（2）由不满随之形成的申诉行为，非暴力的谈判，暴力的罢工。二：冲

突类型（1）外交型冲突：言论的说服，契约的谈判，申诉的管理（2）攻击性冲突：本质是

暴力，目的是造成伤害。（3）劳资双方的冲突特点之一：不可避免性：原因（1）无限的需

求愿望和有限的资源和权力（2）永久的利益的对峙（3）外部的变量：动态的环境（4）制

度上身份。特点二：多样性变现为罢工，抵抗，政治行为等。特点三：一定程度的攻击行为

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其有一定的积极性。特点四：工人是工会和资方争取的对象。决策：（1）

理性决策（2）非理性决策（3）不理性决策。对冲突的反映形式（1）退却（2）强权（3）

认为对手是永久存在的，摆正心态。对于影响劳资冲突的三种主要路径：（1）减少不满源（2）

影响制定决策过程（3）保持渠道畅通。 

（小组讨论略） 

 

第四组  英国现代社会构建过程中的工人、工厂主、政府 

 

刘金源（南京大学）  近代英国劳资关系政策指导思想的转变 

我国在 90 年代末 20 世纪初，由于企业关停并转导致劳资纠纷比较多，但却缺乏相应的

律法，因此学术界的研究也比较少。英国作为第一个完成工业化和社会转型的国家，在如何

解决劳资冲突、制定劳资立法方面，对我国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本文探讨的是作为劳资关

系的第三方，也是中立的一方，即政府在近代社会转型时期充当的角色。 

政府决策的转变与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即指导思想分不开。在我国搞公有制的时期。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根源于剩余价值理论，通常把西方国家的劳资冲突看作是你死

我活的暴力冲突，资本家依靠厂房、设备，工人养活。这与西方学术界对劳资冲突的界定是



不一样的。刘教授认为，现实中的劳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而是一种依存兼顾的关系。一

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在于生产的增长，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力和资本家提供的资金、厂房一样重

要。因此劳资关系不可能决裂，否则生产和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纵观欧美各国，劳资冲

突的化解都是通过和平的手段，真正的工人的罢工、资本家的闭厂和政府的镇压都只是个案。 

劳资关系的研究有三个角度，即工会（工人的代表）、雇主（主导地位）、政府（广义上

的劳资冲突的一方）。在近现代社会中，政府在解决劳资冲突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就英国

而言，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包括工厂立法和劳资关系立法，而不是直接

干预。而英国立法的起源也与英国不同时期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即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

系。 

在英国的前工业化时代（即 1485---1760 年之间），工厂手工业是工业的主要形式。这

一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家长制，因为贵族阶级主导者社会精英阶层。在这种等级制和家长

制的社会中，贵族阶级掌握经济、政治大权，在他们看来，无论是雇主还是工匠都是需要保

护的对象。家长制强调两者之间的互惠关系。作为主导者的家长要求社会下层的服从，作为

回报，上层也会给予下层在灾荒和其他困难时期提供生活保证。 

这些情况在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立法方面有明显的表现。第一个就是 1568 年伊丽莎白

时期的工匠立法，确立了厘定工资制。劳资双方发生纠纷，当地治安法官有义务解决。同时

它还制订了主仆法：即雇主是主人，劳工是仆人，仆人要忠诚、勤勉地为雇主工作，而雇主

在劳工生病、困难的时候要给予一定的补贴，而不能随意解雇他。该立法也体现了家长制的

这样一种干预。再者，家长制立法也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比如说，对于流民等好吃

懒做者给予严厉的处置，以避免其在社会上造成不安定的因素。 

这一时期家长制立法对于劳资关系的干预是比较成功的。原因有一下三点：现代意义上

的劳资冲突还没有出现，因此这一时期并没有严重的劳资对抗；家庭生产、作坊制、工场制

的生产组织形式；农业生产是当时的主要生产形式，工业生产只占很小的部分。因此，社会

上层通过立法足以协调以保持稳定的劳资关系。而到了工业化时期，由于亚当·斯密和大

卫·李嘉图提出的古典自由主义（即经典自由主义）盛行，情况就大大不同以往了。根据“看

不见的手”的理论，亚当斯密认为工资不应由治安法官或政府厘定而是改由市场决定。劳动

力多少与工资成反比。政府不能干预。对于各方的结社行为，他认为雇主占着优先地位，政

府干预的越少越有利于经济的繁荣。而大卫李嘉图又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理论、工资理论。

他倡导劳资双方通过签订契约商定工资，而政府不得干预。因此二者主张“小政府”，弱化

政府职能，对经济领域不加任何干预，自由放任。 

在这一重要的社会转型期，英国政府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1.取消了厘定工资法案。

不再受理劳资纠纷，要求劳资双方通过契约或者私下解决纠纷。2.1814 年通过了学徒法。

因为学徒法规定要进入某行业必须当 3-7 年的学徒，这对工厂招手工人十分不利，因此招致

企业主的反对。取消学徒法使许多没有一技之长的人在短期内找到工作，有利于推动工业发

展，也有利于企业主招到廉价劳动力。1825 年反结社法（1800 年制定，禁止工人联合，避



免引起像法国一样的革命）由于违背了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潮自由放任而被取消。因此在

1760-1860 年，英国政府在劳资纠纷方面持放任的态度。3.完成工业化之后，新自由主义阶

段。由于工业革命时期造成了经济危机、环境污染、社会两极分化以及 19 世纪 40 年代的工

人暴动等问题，因此很多思想家要求改变政府职能，如约翰密尔（从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

主义的过渡人物）、托马斯格林（新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霍布豪斯对古典自由主义进行了修

改，进一步发展了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有两个基本特征：一，对自由的界定。以前认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而新自

由主义给自由定下了界限。自由要不危急他人，要有助于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幸福和道德善，

个人自由离不开社会。对于政府职能，主张一定程度上的政府干预，强化国家职能。这就把

国家作为劳资关系的第三方的角色提出来了。从历史学角度定位政府和国家在劳资关系中的

角色主要有两个层面：1.作为法律制定者的角色。这些法律不是直接解决劳资纠纷的法律，

而是促进劳资纠纷和冲突起源的一个因素。比如工厂立法里面的 10 小时或 8 小时工作制，

还有关于工厂矿山安全，公共卫生方面的法令，还制定了工厂视察员制度。还有童工法。2.

作为劳资冲突的调解和仲裁者的角色。早期盛行的就是调解和仲裁制度，这跟现在的集体谈

判制不同。在市场上劳方由于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需要工会的保护，英国政府也逐步提高了

工会的地位，同时制定刑法对工会的密谋活动进行限制。后来英国废除了主仆法。劳资关系

成了平等的关系。之后又认定工会是工人的合法代表。工会地位的提高促进了集体谈判制的

兴起。仲裁和调解是集体谈判制的起源。它起源于 1860 年的某一个行业，比如织袜业，成

立行业性的仲裁与调解委员会，织袜业间的纠纷就可以通过该委员会进行调节。这个委员会

是民间的，由工会的代表和雇主组成。后来发展成区域性的，比如说诺丁汉、约克郡。19

世纪末期在政府内部成立了贸易部，下设劳工仲裁和调解委员会，鼓励劳资纠纷通过劳资双

方自愿调解。在此基础上，20 世纪英国形成了集体谈判制。 

后，英国劳资关系的演进经历的三个阶段：家长制时期、古典自由主义阶段、19 世

纪 60 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干预阶段，在此期间劳资关系和政府职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我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的高潮时期，恰如英国的自由放任时期，当今我国劳资冲突如此剧烈

的原因在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人和雇主都是属于国家的，但是如今出现了许多私营企业，

而相应的劳资关系方面的立法却没有完善，不具有操作性，因此现阶段应该加强国家干预以

维护社会稳定，共建和谐社会。 

 

金燕（南京邮电大学）  英国公会与劳资关系立法 1860-1880 

本文阐述的是工业革命前后英国政府对劳资关系的调解，考察了这段时期的劳资关系立

法及背后的指导思想的演变。 

首先是工会。从精神起源上追溯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行会，但当时的行会并不是主体。

真正意义上的工会是起源于 17 世纪。18 世纪之前的英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劳工的力

量并不突出，这一时期的工人联合并不多，但是 18 世纪之后，由于工业的发展和其他方面



的变化，从 18 世纪开始截止到 1799 年，英国通过了大大小小 9 个结社法。而 1799 年结社

法之前只针对某一特定的行业，比如裁缝，而 1799 年的结社法却适用于各个行业，它是英

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一个结社法。它规定任何工人和工匠都不能缔结非法的契约，否则将受

到治安法官的惩处，而根据主仆法，违反规定的工人要受到刑事处罚，而雇主只需受到民事

处罚，象征性的赔一点钱。因此 1799 年结社法对限制工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800 年又修

订了 1799 年结社法。但仍对工人不利。1824 年废除了 1800 年结社法，4年间又出台了新的

结社法修订案，有限度的承认了工人结社的权力。工会可以和雇主谈判，但仅限于工资和工

作条件，谈判方式也有很多限制。违反规定的工人仍然受到严厉的处罚。比如政府对“卢德

运动”的镇压。还有“宪章运动”。以工厂工人为主体的罢工也受到了严格地限制。这一时

期的工会运动暴力色彩比较明显。 

然而 19 世纪中期以后，不管从政府方面还是工会自身方面情况都不一样了：工会被纳

入了政府解决纠纷的轨道；新模式工会出现（排他性强，主要是技术工人；征收高额会费；

尽量避免和雇主对抗）。新模式工会 初只注重经济方面的问题，但“舍菲尔德暴行”，“霍

斯比诉克罗斯案”使工会开始注重政治地位。第一阶段：1867-1871：使工会的资金合法。

第二阶段：1871-1875：废除刑法修正案和主仆法。工会影响政府决策的手段主要是和平的。

终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这一时期的工会运动暴力色彩减弱，主要是在既有的框架下合

法地解决纠纷。 

 

尹建龙、王友列（安徽大学）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关系调整。 

雇主结社即为雇主的联合。劳动立法不是一种单纯的立法，而是一种社会立法，旨在保

护弱者。劳资冲突有二个方面的内容：劳资冲突和雇主结社行为之间的关系；劳动政策的调

整与雇主结社行为之间的关系。 

（1）劳资冲突和雇主结社行为之间的关系：1.劳资对抗促进了雇主结社组织水平的提

高和地域范围的扩大。亚当斯密对雇主结社行为持批判态度。1825 年反结社法调查，英国

下院也承认了雇主结社行为的存在和对工人的压制。2.雇主结社使劳资对抗的裂度增加。单

个工人或工厂的对抗比较容易解决，但联合的工人和联合的雇主之间的对抗就使得裂度增

大，旷日持久，也很容易导致暴力行为，比如 1850s 棉纺织业的几次长达半年以上的罢工和

1839 南威尔士钢铁工人起义。3.劳资双方的整合有利于集体谈判的形成。这是好的一面。

谈判成果可以广泛实行于全国，大大节约了谈判成本，也利于化解争执。 

（2）劳动政策的调整与雇主结社行为之间的关系：1.工厂立法促进了雇主联合水平的

提高。当时的人们认为，工厂立法和工会是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反抗工厂立法促进了雇主联

合起来 2.工厂主的联合极大地延缓了工厂立法的进程。3.工厂主们的集体行动促进了他们

的集体认同感的形成和阶级意识的产生。 

 

闵凡祥：（南京大学）：英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构建过程中的工人互助组织 



每个社会每个时间段每个空间中都有自我的社会救助体系，在当时当地是有效的，但在

重大社会转型时期，社会救助体系的制度设置往往表现出很强的滞后性。它要比它所解决的

问题晚一些。英国也不例外。在英国的中世纪和前工业社会时期也有相应的社会救助体系，

比如家庭、教会、慈善组织，还有城市中的行会。尤其是行会，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行业

组织，同时也为行会成员提供各种救助。但到了工业社会，行会的这种功能丧失了。 

英国的工业不是发生在工业发达的地区，而是偏僻的西北部地区，农村或山区，这里的

行会组织并不发达。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脱离其原有的社区、社会关

系和救助来源。这部分人就开始了互助结社，主要有友谊会、工会和合作社三大类型。由于

友谊会征收较高的会费，所以成员基本都是收入比较高的社会群体，而工会则是收入比较低

的。友谊会与工会 大的区别就是没有政治色彩，它的唯一目的是互助。这种友谊会出现在

17 世纪末英国的西部和北部。周末在小酒馆喝酒，聊天、互相教育。友谊会提供的服务非

常多，主要的是丧礼。友谊会的分布和覆盖面也很广。有些友谊会的丧礼十分昂贵，所以友

谊会存在着资金浪费严重的问题。很多友谊会都破产了。还有女孩友谊会等等。工会也强调

互助，提供各种津贴和罢工。友谊会的非政治色彩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 

英国的合作社运动对中国的影响比较大。合作化商店和工厂。但是它的影响没有公会和

友谊会大。当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福利体系占据主流的时候，这些社会组织起到了消极

作用。但是，它们仍然竟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对友谊会十分重视。当 早的福利国

家德国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时，英国派出了考察团前去考察，但是 后发现不能照搬德国模式。

而养老金计划则遭到了友谊会的强烈反对。 

后，英国于 1908 年建立了普遍的免费性的社会养老金体制。由于这些大量的社会福

利组织的存在，英国的现代福利制度显得有些落后。福利国家的建立与工业化发展密不可分，

但现代福利国家需要的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操作，若非如此，就不会太顺利。因此，友谊

会的作用是有些消极的。另外由于高昂的会费，使得友谊会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如何

在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同时解决这些既有的社会福利组织仍然是一个问题。民间的福利组织

和国家主导的福利体系应如何和谐相处。这对我们中国的福利制度建构也有着重大的借鉴意

义。 

（小组讨论略）



【院务记事】 

高研院 2012-2013 学年第一学期大事记 

（2012 年 9 月—2013 年 2 月） 
 

 

2012 年 9 月至 12 月，高研院特聘教授、历史学者孙江教授来院工作  

2012 年 9 月 20 日—2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学者来院访问 

2012 年 10 月 6 月-17 日，英国伯明翰大学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 Jonathan Reinarz 教授

来访。 

2012 年 10 月 12 日“文化交涉于文明互动：汉文化圈视域下的东亚古典学”学术沙龙 

2012 年 10 月 17 日，美国 Emory 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主任 Dona Yarbrough 教授来访  

2012 年 10 月 18 日，台湾大学高研院院长黄俊杰教授一行来访  

2012 年 10 月 23 日，“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论坛”第三讲，哥廷根大学俄语系 Matthias 

Freise 教授来访 

2012 年 10 月 25 日至 27 日瑞典学院终身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Kjell Espmark 教

授来访，并做“我们这个时代的瑞典诗歌”演讲。 

2012 年 10 月 26 日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人类学系周永明教授来访高研院。 

2012年 10月 26日至 30日，高研院从丛副院长陪同南京大学杨忠副校长访问美国布朗大学。 

2012 年 11 月 1 日，“概念史系列讲座”第一讲，孙江教授演讲“概念史与中国研究” 

2012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高研院学者赴美参加第四届埃默里-南京论坛“视觉中的文化政

治”国际学术会议 

2012 年 11 月 9 日，河海大学社会学系陈阿江教授演讲“人水关系研究” 

2012 年 11 月 25 日高研院举办中美公共危机管理学术对话  

2012 年 12 月 7 日到 10 日高研院何成洲教授应邀参加中国作家莫言“诺贝尔演讲”等系列

活动。 

2012 年 12 月 12 日，高研院驻院学者文学院卞东波副教授演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视

界”。 

2012 年 12 月 12 日，高研院驻院学者历史系闵凡祥副教授演讲“前福利国家时代的英国社

会福利”。 

2012 年 12 月 14 日，高研院驻院学者文学院周计武副教授演讲“什么是我们的当代艺术？” 

2012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高研院举行“跨学科视野下的冲突与决策”工作坊 

2012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台湾艺术大学廖新田教授来访 

2012 年 12 月 20 日，高研院驻院学者商学院李虎副教授演讲“委托代理理论和合同设计：

一个现场试验”、 商学院程德俊副教授演讲“不同关系情境下谈判者的效用函数和谈判行

为”。 



2012 年 12 月 20 日，高研院驻院学者政府管理学院王海洲副教授演讲“动物园的政治史”。 

2012 年 12 月 23 日，高研院驻院学者政府管理学院张海波副教授演讲“中国社会矛盾研究

的跨学科与本土化”。 

2012 年 12 月 26 日，高研院“概念史系列讲座”第二讲，孙江教授演讲“肤色的隐喻——

近代人种概念在东亚的传布与文本之比较”。 

2013 年 1 月 4 日，高研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来院工作 

2013 年 1 月 6 日—13 日，法国阿尔多瓦大学副校长、法哲学教授 Charls Coutel 来访。 

2013 年 2 月 11 日至 19 日高研院李里峰教授访问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2013 年 2 月 22-24 日高研院学者参加日本长崎大学“移动与记忆的中日比较研究”国际学

术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