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研院要闻】 

 

“全媒体时代的传播伦理”工作坊 

2011 年 8 月 29 日至 9月 2日，高研院举办主题为“全媒体时代的媒介伦理”

的学术工作坊，邀请台湾政治大学冯建三教授、郭立昕教授，台湾实践大学程文

宗教授做主题发言，与会学者就“公共广播电视的模式”、“博弈伦理与公关危机”、

“视觉时尚与空间伦理”等问题展开研讨。 

 

美国加州大学陈小眉教授座谈 

2011 年 9 月 5 日至 7 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与文化系陈小

眉教授访问高研院，与高研院“性别与社会”研究团队座谈，并做主题为“表演

‘红色经典’：从‘东方红’到‘复兴之路’” 的学术演讲。 

 

高研院驻院学者演讲 

2011 年 9 月 26 日，高研院驻院学者、政府管理学院张海波副教授做主题为

“柔性社会管理初探”的学术演讲，分析了柔性社会的内涵和特征，对如何管理

柔性社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1 月 10 日，高研院驻院学者、历史学系闵凡祥副

教授做主题为“社会心态转型与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的演讲，从心态史的

视角对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做了全新阐释。 

 

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来院商谈合作事宜 

2011 年 9 月 23 日上午，德国弗莱堡大学校长 Hans-Jochen Schiewer 教授

访问高研院，商谈两院合作、互派学者及学术交流事宜。Schiewer 教授曾于 2010

年 5 月来访高研院，并发表学术演讲。 

 

“南京—哥廷根论坛”开讲 

2011 年 9 月 27 日，德国哥廷根大学 Barbara Schaff 教授访问高研院，做

主题为 “欧洲现代大众旅游业的兴起” 的学术演讲，“南京大学—哥廷根大学

论坛”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第二届南京大学法语精英班开学 

2011 年 9 月 23 日，南京大学第二届法语班精英班举行开学典礼，我校文科

相关院系本科学生 23 人参加该班学习，进行为期两年的强化法语学习。该班由

南京大学与法国驻上海总领馆联合举办，旨在为南京大学的优秀学生突击培训法

语，并提供留学方面的支持。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文化研究学者来访 

2011 年 10 月 10 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系教授 Timothy 

Brennan 与 Keya Ganguly 访问高研院，他们与高研院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了交

流，并分别做主题为“萨义德的战争：语言学与马克思主义”及“乡愁寄明日：

民族国家的进步电影与图像”的学术演讲。 

 



美国布朗大学 Evelyn Hu-DeHart 教授合作研究 

2011 年 10 月上旬，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和族裔研究教授 Evelyn Hu-DeHart

在高研院做短期合作研究，除了与相关学者及研究生座谈交流，并商谈“性别研

究”会议事宜外，Evelyn 教授就“中国移民与全球化”主题发表学术演讲。 

 

美国埃默里大学刘亚伟教授来访  

2011 年 10 月 18 日，美国埃默里大学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教授来

访高研院，就学术交流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发表主题为“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崛

起” 的学术演讲。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Jonathan Culler 教授来访 

2011 年 10 月 19 日至 22 日，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来访高研院，与高研院“媒介文化研究”、“性

别与社会”团队及驻院学者进行了座谈，并发表主题为“当今的文学与文化理论”

的学术演讲。卡勒教授是当今英语世界 有名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理论家之一，与

其同样著名的美国文学批评家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曾于 2011 年 6

月访问高研院。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叶维廉教演讲 

2011 年 10 月 22 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叶维廉教授来访高研院，

与驻院学者及外国语学院师生进行了座谈，并发表主题为“双重文化互动争战的

写作”的演讲。 

 

“法国理论的基础”学术研讨会 

2011 年 10 月 23 日至 26 日，南京大学高研院举办“第三届南京—阿尔多瓦

论坛”，主题为“法国理论的基础”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法国巴黎

第三大学、阿尔多瓦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的学者与南京

大学相关领域学者 20 余人就“法国文化理论与全球化”、“当代中国文学与法

国理论”、“中国与法国的现当代文学”等问题展开研讨和交流，此次研讨会设

立“博士生论坛”，为成长中的青年学子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切磋的平台。 

 

德国哥廷根大学施耐德教授短期合作研究 

2011 年 11 月上旬，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应邀在高研院做短期合作研究。期间，施奈德教授参与了“现

代东亚知识体系建构”研究团队的座谈和讨论，参加了“东亚近代知识体系的建

构”学术会议，并做主题为“今是昨非，万象更新？—晚清民初历史概念与时间

概念之转变”的学术演讲。 

 

“东亚近代知识与制度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 年 11 月 4 日至 5日，由南京大学、日本爱知县立大学主办，南京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承办，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协办的“东亚近代知

识与制度的形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成功举办。来自中、日、韩、德、

加拿大等国的专家学者 40 余人参加会议。与会学者就近代中国、日本、朝鲜的

“历史概念”、“历史观”、“民族学说”、“国民概念”、“近代启蒙”、“革命史叙述”、



“群众概念”等问题展开专题研讨和交流。会议还举行了圆桌会议，就概念史研

究的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城市发展与空间变异”空间研讨会 

2011 年 11 月 15 日至 17 日，高研院“城市空间”研究团队举办主题为“城

市发展与空间变异”的第二届空间研讨会，邀请包括台湾大学、厦门大学、天津

大学、东南大学嘉宾与南大学者共 20 余人，就“废弃空间”、“裂缝空间”、“杂

交空间”、“边缘空间”等主题进行交流和讨论。 

 

我校学者参加第六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科学论坛” 

2011 年 11 月 18 日至 21 日，来自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商学院、政府管理学

院等单位的 12 位学者相参加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六届“两岸三地人文社会

科学论坛”，主题为“健康、和平、可持续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视野”。与

会学者就“绿色生活与健康”、“人文与和平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人文要

素”等主题进行研讨和交流。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来访 

2011 年 11 月 25 日，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教授访问高

研院，与相关单位学者座谈，并做主题为“后冷战之后——全球变局与中国文化”

的演讲，受到南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吴元迈研究员来访 

2011 年 11 月 28 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吴元迈来访，与高研院、

文学院、哲学系相关学者交流，并发表主题为“文学作品与文本及其关系”的演

讲。 

 

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夫马进教授讲学 

2011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初，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在南京大学讲学。

讲学期间，夫马进教授在高研院做主题为“前近代中国的诉讼社会之二”的演讲。

夫马进教授为日本学士院奖、天皇恩赐奖获得者、日本东洋史研究会会长，是日

本研究中国古代晚期社会经济史的著名学者。 

 

南京大学高研院访问日本相关学术机构 

2011 年 12 月 2 日至 9日，高研院代表团一行 8人对日本北海道信息大学、

名古屋大学、京都大学等学术机构进行了为期 7天的学术访问。通过访问，高研

院了解了日本学界 新研究动态和成果，进一步加深联系。 

 

何成洲教授在美国布朗大学“中国年”发表演讲 

2002年12月2日至6日，高研院副院长何成洲教授应邀在美国布朗大学“中

国年（Chinese Year）”发表主题为“Performance and the Politics of Gender" 

(表演与性别的政治）的演讲，同时参与南京大学一系列相关访问活动。  

 

洪银兴书记访问美国布朗大学并做学术演讲 

2011 年 12 月 5 日至 6日，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教授应邀率团访问布朗



大学，出席该校“中国年”活动，并发表主题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

的发展理论创新”的学术讲演，启动由南京大学高研院组织和承办的“南大-布

朗全球论坛”。此前，2010 年布朗大学副校长 Matthew Gutmann (顾明德) 教授

在南京大学演讲，代表布朗大学启动该论坛。 

 

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女士演讲“同人、大有两卦研读” 

2011 年 12 月 13 日，江苏省政协主席、高研院名誉院长、南京大学兼职教

授张连珍女士应邀作主题为“同人、大有两卦研读”的专题报告，该讲座为其“周

易与人生智慧”系列讲座的第五讲。南京图书馆馆长徐小跃教授主持了讲座。 

 

美国凡萨学院刘皓明教授演讲“对大学文学科系状况的思考”  

2011 年 12 月 16 日，美国凡萨学院刘皓明教授应邀访问高研院，与高研院

驻院学者和德语系师生座谈，并做主题为“对大学文学科系状况的思考”的演讲。 

 

香港中文大学周建渝教授来院短期访学 

2011 年 12 月 25 日至 31 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人文学

科研究所副所长周建渝教授应邀在高研院做为期一周的访学。访问期间，周建渝

教授参加高研院的学术活动，与高研院驻院学者和访问学者交流，访问了南京大

学文学院，与程章灿教授、苗怀明教授及博士研究生进行了座谈。来访期间，周

建渝教授还做主题为“《石头记》的叙述层次及其功能与意义”的学术演讲。 

 
 



 

名家讲坛 

 

晚清民初历史概念与时间概念之转变 

 
德国哥廷根大学现代东亚研究所主任  施奈德 

  

这个题目的重点是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批判。过去二十年我主要

是研究近代中国的学术史，包括傅斯年、王国维、钱穆等人的学术思想。近几年来，我开始

转向哲学史、思想史，重点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学家对来自西方的史观和时间观的理解与批判，

我们需要搞清楚现代的史观、时间观到底是怎样的。我说的史观不是指对历史的解释，而是

对历史性质的理解。 

什么是历史？在这方面，西方的改变非常大，前近代的西方把历史当成是故事，history

的一部分就是 story，就是讲故事，这种历史基本上就是复述。讲故事的目的是什么？不是

要考察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考察历史的趋势是什么，考察历史的因果关系。近现代

的西方认为那时的历史不是一种科学的历史，而是一种提供道德教训的东西。启蒙运动以后，

西方的历史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复数的 stories 变成了单数的 history。这个单数的 history

是一个有界限的，有方向的整体过程，是有规律性的、有目的性的历史。海德格尔把把原来

很复杂的复数的历史理解为被世俗化的末日论，现代史观就是把宗教的这一部分拿掉，现代

的历史是有规律、有方向、有目的的。 

前近代的时间观是宗教背景下对时间的理解，是带有意义的。它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是一个具体的、有价值对话的东西。到了近现代，历史被自然化，时间变成可以量化的、用

数学方法加以衡量的、不再有价值内涵的东西，这就产生了线性的时间观。这两个变化，一

个是对时间的理解，一个是对历史的理解所导致的一个新的状态，在近现代欧洲显得特别突

出，不仅是关于历史和时间的理解，也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历

史的发展在不断加速，这是前近代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前近代的人从出生到去世，社会都没

有多少变化，而我们现在呢？五六十岁的人，回想一下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和现在是不是差

别特别大？不仅是中国，整个西方世界也都是这样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打老式电话，每个号码都要吧啦吧啦一圈圈地拨，拨错一个都得重来。

60 年代中国发生什么事情，西方几乎一点都不知道，而现在呢？今天下午 3 点钟中国发生

了什么事，西方很快就知道了。现在一个人从出生到去世的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政治经济

的变化非常大，人有一种紧迫感，好像一直在赶时间，一直在跑步，一直在更新。新的就是

好的，新也是“摩登”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摩登”和“时髦”的意思是一样的，一个东西



要不停追求新，如果一直不变那就完了。现代性代表一种时间的紧迫感，这很可怕，我们得

不断地想办法，来适应越来越新的社会制度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的架构方式。 

时间观、历史观的转变不仅使人产生了紧迫感，还消灭了文化的多元性，现在只有进步

的文化和落后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被放进一个直线的时间架构中去，由 进步的国家来定

它的目的和标志。以前还有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等不同的文化，而现在中国文化被视为西方

文化落后的他者，在追赶西方。其实，德国在 1860、1870 年左右也追赶过英国。这种时间

的紧迫感，进化史观，还有时间与历史的等级制度迫使人们必须想各种办法来追上别人，必

须要不停地想各种办法来适应越来越理性的社会经济制度。 

在这样一个时间紧迫的情况之下，人们不断地在更新，但也必须要想办法来创造和维持

文化的一种延续性。为什么呢？德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我们都需要创造各自的民族认同。

这在西方是很重要的问题，当然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

题更多，因为现代性是来自于西方的，你接受这些东西到什么地步了？有选择吗？如果有过

选择，那是接受了哪一部分？或者是放弃了原有文化的哪一部分？放弃过头就有可能产生认

同的问题，所以不仅要一起进步，有进步的压力，也有创造认同的压力，需要维系与前近代

文化的联系。但是这个联系不仅是寻求认同的需要，同时也是发展模式的选择，比如说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或者是德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同国家，不同的历史环境，不同的文

化背景不可避免地需要不同的发展模式。学习西方是全球的趋势，但是也要有自己的特点，

特点在哪里？——在过去的历史中，过去的文化遗产给现代的人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的选

择。 

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甚至我个人认为是 重要的，就是现代化带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

过的状态，历史因此变得很重要，进化史观也变得很重要。社会历史不停地在变化，所有的

过去，甚至是所有的现在都变得相对。你 1960 年信任某一样东西，1965 年又换个样子，1967

年又变了，1970 年又是另一种状态，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很快。过去我们相信的价值很快就

变成相对的了，变得历史化了，把价值放进历史的脉络中使之相对化。在西方，原来神学提

供的一些价值都被相对化了，到了 19 世纪末叶，相对化过程到达了一种危险的地步，那个

时候才有尼采这样的哲学家。他说“上帝死了”，他不是搞笑地说出来的，他是带着恐慌说

的。上帝死了，谁来给我们提供价值？我们自己给自己提供价值，造成了什么后果？我们看

到 20 世纪的历史就是它的后果。超越性的规范因为历史而被瓦解，现代化的过程除了理性

化这一很有规律性的过程之外，同时也是一种丧失可靠的基础、丧失可靠的模范的过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德国出现了历史主义的危机，不管是嵇康的主义，还是海德格尔的哲

学，都是围绕着这个题目去想的。所以现代性不是像后现代主义说的那样单纯是直线的、直

观的东西，它是非常有张力的，非常矛盾的东西，它又是一种必然的、有规律的过程，它又

是一种相对化的但有可靠基础的东西，所以后现代一点都不“后”。 

西方的史学家基本都认可从 18 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历史上的学科，西方历史上的英语

变得非常重要。在前近代，历史是一种个人的爱好，一种文学式的爱好，现代西方可以说是



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时代，而这一点与中国的传统完全不一样。在中国传统里，史的地位一直

很高，史是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我敢说中国是没有 history 的，有的是“史”，这不是贬低

的意思，也不是说中国缺少什么，而是说用西方现代的学科标准来衡量前近代的中国基本是

错误的。现代西方概念与前近代中国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说不能用 history 来简单标

识中国前近代的“史”。 

中国前近代的史、史家、史学基本上是把一种宇宙的秩序表现在历史上，特别是表现在

黄金时代“三代”（尧舜禹）上，“三代”代表的是理想社会。史家的目的是透过历史的研究

来理解宇宙的架构，再透过对宇宙的理解来告诉当代的人怎样执政。所以前近代的史家与政

治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是说和具体的政治权力的斗争关系很密切，而是关系着政治权力的正

当性。前近代的史家会把过去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评判这个皇帝、这个宰相做的怎么样，

符不符合标准，所以这也是一个有道德目的的工作，这种对史的理解和传统史家的地位与现

代的做法是非常不一样的。可以说在西方的哲学中，目的是通过哲学来看到宇宙、世界的一

些真理，而在中国史学也部分地有这个任务，透过对历史的研究，对历史的叙述，对历史的

书写来表现宇宙的秩序，同时评论过去，对现在的天子有没有尽责任进行评判。 

从西方现代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的不同来看，吸收西方科学史学的过程不可能是纯粹

的、全部的吸收，不可能不保留一点传统史学的影响，背景不一样，对西方的东西肯定会有

点不一样的理解，所以你会发现近代中国的史学家对西方史学的理解与原来的东西是不一样

的。有人说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了解的不够，这种解释是不对的，这主要是因为背景不一样，

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中国吸收西方的史观，一开始并不是通过什么西方著作或者是章太炎、

梁启超他们翻译的著作来了解的，中国人接受进化史观的渠道其实很简单，就是历史进程。 

从 1840 年到 1890 年，这半个世纪中国的变化非常大，与西方的差别也非常大，个人的

生活经验、历史经验感觉到历史的变化越来越快，技术、武器越来越先进，而这些进步所造

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架构也在发生巨大的转变。所以，在戊戌变法开始前，知识分子就已经

有了时间的紧迫感了。戊戌变法过后，西方的史学开始传入中国。主要是有三个阶段，第一

个阶段是今文学派对历史的解释，传统的今文学派持有的还是一种循环性的、周期性的史观，

而康有为把它变成了一种线性的、有目的的、乌托邦式的史观，变成了目的论。康有为的思

想包含了后代史家所共同认可的一些特点，第一是有目的，第二目的是政治的乌托邦。乌托

邦里有很强的道德思想，它不仅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政治权力的定义，它是一种伦理的政

治理想。还有严复的翻译，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恐怖，是一种非常凄

惨的状态，进化史观就是你死我活，物竞天择，这种制度一点也不和谐，这是从负面来讲的。

如果从正面来讲，它是非常有活力的，非常有创造性的，非常强调竞争力。所以，人们的时

间紧迫感明显加强了。 

戊戌变法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状态，中国人无意识的思维有一种很强的意识，

就是要快、快、快，不快不行，不然我们就要亡国了，必须要加快速度发展。中国思想史的

激进化趋势是很明显的，个人当然有个人的想法，但从整体来看，这个激进化的趋势是不可



否认的。于是，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不断革命的思潮。而且，以前人是宇宙的一部分，现在

人变成了自然之外的东西，以前是要适应宇宙的秩序，现在人变成了主宰，人要控制整个过

程，不仅是要理解宇宙的关系，而且要透过对宇宙因果关系的理解，加速或者减缓这个过程

的发展，人变成了自然界之外的一种高尚的东西，世界从此被对象化，是人可以处理的对象。

海德格尔说过现代社会是世界观的时代，世界观是指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我们人是世界之

外的。如果把人当成世界的一部分，就没有所谓的世界观了，但是现在人把世界对象化了。

这个基本上是中国接受西方思想的过程。康有为之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

后基本上是进化史观也进来了，比较重要的下一步是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这是

后一步。 

实际上，从很早开始，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对进化史观都很有意见。不过，中国的批

判有不同的背景，一个是我提到的对认同的考虑，我们接受别人的东西，不能完全一样，我

们必须要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从哲学的角度看，有很多对进化史观的批判是没什么深度的。

另外一个考虑是，进化史观有它矛盾的地方，它很可能会带来一个恐怖的后果，就是落后的

永远落后，进步的永远进步。因此落后的有要更快一点的压力，比如中国要努力地追赶西方，

这是一种典型的批判。第三个批判的原因是伦理的考虑，看到这种物竞天择的凄惨的世界，

让人觉得这不是人该过的生活。 后一种对进化史观的批判是 动人的，也是 有趣的，和

伦理观也有关系，它基本怀疑西方对近现代人的理解，怀疑进化史观背后对人性的理解，认

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这样思考的人是极少数的，因为当时西方的思维优势太强大了。批判

进化史观的人非常有趣，他们一向被视为保守的，我不想用保守来形容他们，因为保守到底

是什么？这并不容易界定。我不叫他们保守，我叫他们聪明，他们聪明的地方是比别人敏锐，

很早就感觉到现代性的问题，现代历史思维的问题。他们察觉的问题其实就是过去二三十年

西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他们虽然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但他们感觉到了问题在哪里。

这些批判的人部分地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影响，部分地受到西方保守派的影响。有些人的批判

也是部分的，也就是说进化史观不是不对，就是有些部分看错了，我们需要再考虑，有些人

则认为进化史观从根本上看完全错了。 

 
 
 



文学作品与文本及其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  吴元迈 
 
 
文学作品和文本作为一个文学术语来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没什么好说的，我们从

小学学到大学，文学作品就是文学作品，也没有人问文学作品究竟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但

文本的情况稍微特殊一点，因为这些年，“文本”成为结构主义的一面大王旗，文学作品和

文本基本上是混为一谈的。 
文学作品和文本是 20 世纪文艺学的新概念，也是 20 世纪文学的新成就。因为文学作品

亚里士多德曾谈到过，歌德也谈到过，但作为文艺学的概念，它的出现要晚得多。过去我们

常讲文学作品，但谁也不会问文学作品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直到上个世纪 30 年代，开始有

大本大本的书出来论述文学作品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问题，这个概念也由此产生。文本也是

一样，以前没有文本的概念，只有版本的概念，比如《水浒传》有几个版本，哪个版本更好，

西方也是如此。所以，这两个概念都是 20 世纪产生的，而在生活当中它们古已有之。 
学者中 早把文学作品作为一个概念提出的是波兰的英伽登（Roman Ingarden），他是

第一个明确提出“文学作品是文学概念”的人。而为这种观点提供哲学基础的是胡塞尔的现

象学，他所研究的客体不是唯物主义所说的现实的反映或现实的投射，而是意向性的东西。

这种观点是很有价值的，它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文艺学、美学上的概念。英

伽登的著作主要有《文学的艺术作品》（1931 年）、《论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1937 年）、

《论文学作品》（1960 年）等。在第二本著作中他提出文学作品是个有机的整体，是个多层

次的基本结构，并且论述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等。 
不过，后来有本书在中国文坛的影响要远远超过英伽登的著作，就是美国人韦勒克、沃

伦的《文学理论》，这本书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也提出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

究。这本书确实影响很大，在前苏联和中国都很有影响，我个人认为它是“新批评”的 高

成就，我本人也在 1993 年的时候写过一本小书，就叫《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我倒不是受

了英伽登的影响，而是受了韦勒克他们的影响，因为我也不懂德文和波兰文，当时没看过他

的作品。英伽登说，应该把文学作品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应该说这两

个学者继承了他的这一思想。英伽登在 1958 年的一本著作的前言中说，韦勒克、沃伦的书

不仅引用了我的著作，而且他们的研究依靠了我，比他们自己承认的依靠还要多。所以说，

英伽登的贡献是很大的。前苏联过去也没有这个概念，没有意识到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

体，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到了 1971 年，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个哲学系的学者在马克思列宁

主义讲义当中提出了艺术作品的概念。过去的教科书没有艺术作品、文学作品这个提法，是

不列章节的，这个时候开始列出艺术作品了。反之在中国，这类研究迟了几十年，直到今天

也没有怎么关注，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工程只有一句话，文学作品就是文学创

作的结果，这句话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我们学科的发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前苏联在这

个时候受到英伽登和韦勒克的影响，提出了艺术作品的概念，到 1978 年，前苏联的简明文

学概念词典第九卷中就把这个概念列入进去了。中国呢？到现在都没有深入研究过“文学作

品”这个新概念。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这方面的书很多， 近一次我去世界文学研究所，

它还让我写篇相关的文章，我没有答应。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我们中国应该把文学作品作

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和多层次结构来研究，不能仅仅把它当成是文学创作的结果，这种论断和

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同步。 
也许有人想问，我是什么看法？我在 1993 年写《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时，不了解英

伽登，主要是靠韦勒克的《文学理论》提供一些理论思想，我就把一个人的思想加以继承和



改造，就是清代的画家和诗人郑板桥的那个话，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了，虽然说得是如何画

竹，但与文学创作有共通之理。他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

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

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郑板桥的“胸中之竹”、“眼中之竹”、“手中

之竹”给我以启发，我加以改造，增加了一个受众或者说“读者之竹”。借用郑板桥的话可

以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系列的环节，那就是现实——作家——读者——现实，这是个有机的

动态的过程，也是个有机的动态的体系。这是我 1993 年提出的观点，现在已经快过去 20
年了，应该把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什么是文学概念上、

文艺学概念上的文学作品，我希望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做这个研究，这方面是大有作

为的，因为中国现在没有人做这个东西。你看我当国家社科基金外国文学组的评审组长差不

多也有 20 年了，没有一个老师提交过有关文学作品是什么、不是什么的研究方案，虽然它

是 20 世纪的老课题，但在中国没人研究，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够来研究这个问题。 
作为文学概念的文本也是一样，古已有之，但作为文艺学的概念，它是上世纪 60 年代

产生的。文本来自拉丁文，中国东汉时期的《说文解字》对文本也有过很有趣的解释。它是

这么说的，“错者，交错也，错而画之，乃称文也”。也就是说，和西方一样，中国的“文”

字有编织、结合的意思。 早使用文本的人倒不是做文学理论的人，是搞语言学的人。17、
18 世纪的英国、德国也研究过文本的问题，但我个人认为这种文本学实质上还是版本学，

比如研究哪个文本更有价值，这个我们国家也有。真正把文本作为文艺学概念的是这么一个

过程，从英美新批评派和俄苏的形式主义那里初见端倪，这两派的思想接近文本，这个文本

和作者是没有关系的，倒不是说“作者死了”，它也没用文本概念，但是这个思想有了，就

是说文学作品是和社会无关的，和作者无关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文本概念的史前史，不过它

没有用文本概念代替或废除文学作品这个概念。你看那些学者做的东西，比如塞万提斯的作

品是怎样制成的，果戈理的《鼻子》是怎样制成的，他谈的还是文学作品，但他这个思想已

经是有后面讲的那种作者死了的观点了。我听有个老师说，他写的新文艺学的开头一句就是

“作者死了”。 主要的，我前面讲过，文本是结构主义的大王旗，特别是法国结构主义的

大王旗。我要提一下法国结构主义的一部论文集，1968 年作，名字是《整体理论》，这本书

在文本形成的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参加这个论文集的人都是大牌的学者，比如创办《如

此》杂志的索莱尔，还有他的夫人，出生于保加利亚的茱莉亚·克莉斯蒂娃，还有福柯，德

里达，这本书首先认为不存在作品，应该把作家当成抄写者，和文本结合在一起来解释，它

认为文本是大家所有的，不属于某个个人，这里面暗含着作者死了的意思。还有位学者说，

文学不是个体的创作，而是广义的文本，既没有作者也没有真理可言，这里否定了文学作品

的存在，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只有文本。 
把文本概念推向顶端的是克里斯蒂娃，她和另外一位保加利亚的学者托多洛夫一起，把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推向世界，没有他们的努力，西方可能一直都不知道巴赫金。很奇怪的是，

当时巴赫金的祖国前苏联有关他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但英国、法国、美国有大量的相关研

究。我想读一段克里斯蒂娃 1964 年的文章《巴赫金：话语、对话和小说》，第一次提出“互

文性”概念，又译作“文本间性”，有几位研究法国文学的学者认为“文本间性”比“互文

性”更恰当，这点我倒是不太了解。她认为她的这个互文性的提出受益于巴赫金，因为我们

知道巴赫金是对话原则，而克里斯蒂娃是互文性原则，我看国内有些学者的研究称克里斯蒂

娃的互文性原则是对巴赫金对话原则的深入和发展，我觉得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我个人认

为应该说互文性原则是对对话原则的后结构主义的改造，而不是发展。互文性原则指出一个

文本要和另一个文本发生关系，巴赫金是有这个思想，对话原则里是谈到一个作品要和另一

个作品发生关系，但一个前提条件是，巴赫金毕竟是唯物主义者，过去有人说他是马克思主

义者，这是不对的，他只是唯物主义者，这点和克里斯蒂娃是不同的。其实，巴赫金的对话



理论是受到了一个犹太学者的影响，即马丁·布伯，他写过一本哲学书，名字是《我和你》，

这本书讲生活就是对话。克里斯蒂娃打破了结构主义的牢笼，形式主义新批评的文学作品是

不跟外界发生关系的，也不跟其他文学作品发生关系的，但克里斯蒂娃提出互文性，指出文

本和文本之间是有关系的，这是前进的一步，所以我们不能否定互文性的意义。那么对话原

则和互文性原则比较什么不同呢？第一个不同是对客观现实的承认，巴赫金有过这么几句

话，作家除了年代、现实以外，更加重要的是作家和以前作品的关系，这是决定性和基本的，

生活不仅在艺术之外，而且在艺术之中，也应该承认艺术之中存在着社会的、政治的价值。

在这些方面巴赫金和克里斯蒂娃是不一样的，这其中的主要问题是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为

什么不承认现实呢？他们是有道理的，我把他们的道理归结为下面几句话，他们坚持思维的

泛语言的性质，主张人的意志就是书写文本，而文本被看作一个无所不包的东西，文学、文

化、社会、历史乃至人的本身都包括在文本之内，西方有句话是“世界就是文本”。有位俄

国学者告别美国，再回到俄罗斯来，在文章中表示对“世界就是文本”不能接受，他说如果

世界都是文本，那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改写世界，重新描述。也因此，克里斯蒂娃说过，现实

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文本，现实就是文本，可以加以涂饰，人类文化就是一个大文本，

一个唯一的互文性文本，一切都是文本的前本文。她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文本如果不和其他

文本发生关系，就没有文本。这是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后现代主义也差不多。1979 年法国

出版了一本后现代主义的小说，有人做过统计，说这本小说用了 480 个作家作品中的 750
处引文，引文这么多真是不可思议。意大利的埃可有句话点破了这一点，买本书和其他书的

关系，并由其他书所构成就是互文。像这部有 750 处引文的小说就是互文，从这个意义上

讲，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里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文本是互文

性的文本，是文本未存在的关系，这里就提出了一个今天很时髦的理论——作者死了。为什

么作者死了，因为文本它不需要你了，它只需要和其他文本发生关系，不需要作者来指使，

作者没有任何意义了，存在的只是文本之间的对话。克里斯蒂娃有句名言：作者成了匿名，

成了缺席，成了空白，一句话，作者死了。 
其实，作者死了，作品也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只存在互文性，只和文本发生

关系，所以作品也死了。我再说一句，读者也死了。怎么说呢？一本书，480 个作家的 750
处引文，有几个读者能读得下去？80 年代有电影界的人放映后现代主义的电影，我去看了，

根本看不懂，这种电影当然也不存在票房价值。那天也有家长带着孩子去看的，放了不到

10 分钟，我后座有个小孩就对她姐姐说，我们回家看《霍元甲》吧。 
我们再比较一下两个世纪之交的情况，19 世纪、20 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坛，那是一个风

起云涌的时代，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个异彩丰呈的时代，你看有多少的思潮，

多少的流派，有多少的代表人物啊。现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有什么新流派？有什么新

学派？有什么新的代表人物？有什么新的思潮？一个也没有，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来反思的。

不过反过来说，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好提供了务实反思的机会，所以从艾略特到什克

洛夫斯基，再到托多洛夫，都对前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做出过深刻反思。我去年发表过一篇文

章《走辩证整合文学之路》，提到过这类反思，那几个人就不多说了，希利斯·米勒的评论

就很准确，他说，把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是骗人的。现在这个世界

文坛啊，有次开会的时候，我就问什么时候会有新的流派，新的思潮，新的代表人物啊？是

不是还是老巴黎，一切都从巴黎开始？还是我们中国？中国可能不可能？这一切都要拭目以

待。胡锦涛说现在是中国难得的发展机遇，这句话是对的，机遇是什么？现在我们不必像

30 年前那样不停地追赶，那时候一个主义又一个主义地不停出新，我们都要跟着追，现在

外国没什么新东西了，所以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反思和总结，也许，也许新的思想会在中国诞

生。现在说的好听，要建设文化强国，到底能不能实现，那还要时间来检验。特别是年轻的

朋友啊，现在不必要一定要找个外国的新理论来搞， 好还是冷静下来，也许有一天我们自



己也能拿出像样的东西来。具体我不多说了，我在那篇文章里讲得比较详细，艾略特等人的

反思恰是二十世纪文论史在新世纪的一种呼唤、一种启发。 
巴赫金的对话原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再来讲讲它和互文性原则的不同之处，主要是

对话原则有如下三个层次。一是作品要与同时代对话。二是作品不仅要与现实对话，还要与

遥远的时代对话，因为它总是植根于遥远的过去，尤其是那些伟大作品都经历了不少世纪的

积淀。不过，有的人说伟大时代必然产生伟大作品，我是不太同意的，我认为动荡年代更容

易产生伟大作品。19 世纪的俄罗斯，社会发展很糟糕，农奴制改革又不成功，经济发展比

英法差的远了，但是它向世界贡献了托尔斯泰，而且不只是文学，芭蕾舞、音乐哪样不行呢？

所以，不一定是伟大的时代产生伟大的作品。巴赫金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中宝贵的含义， 那
是许多世纪，甚至是千年的创造和积淀所致。这些含义隐藏在语言当中，不仅有标准语，还

有大量的民间语言成分。同时，这些含义也隐藏在语言交际的多种体裁和形式之中，以及远

古时代的故事情节，思维和模式。过去毛泽东批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这是不对的，

你看莎士比亚的作品不都是这一套嘛，他当然是很伟大的。第三点是作品和未来的对话。伟

大的作品总会打破时代的界限，而生活在远离他的未来时代中，总会在生活过程中不断扩大、

充实新的含义，巴赫金对莎士比亚的评价也有这个意思，他说莎士比亚的作品里纳入了巨大

的潜在含义，这些潜在含义使得莎士比亚直到今天还能和我们对话，这也是歌德所说的“说

不尽的莎士比亚”。所以，互文性原则和对话原则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克里斯蒂娃把巴赫金

的对话原则形式主义化了，进行了巨大的后结构主义的改造，但我不否定文本间的对话。文

本和文本之间是要对话的，但对话的结果不是互文性的文本才是文本。 
后，我们再来看看作品和文本的关系。大致有 5 种说法，第一种是传统论，就像郑敏

先生那次会上讲的，我这次讲话不用文本，只用作品，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就是说我们不

需要文本这个概念。第二种，认为文本和作品是同义词，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有个教授

在文章里这样讲到，文本学是关于文学作品的理论和学术，他对文本和文学作品是不作区分

的。中国是这样，外国也有这样的。赛义德就是的，他说文本是 简单的形式，无法脱离环

境、时间和空间的纠缠，简言之，文本存在于时间之中。像其他文化产品一样，文本也受制

于法律、政治、经济。你会发现，赛义德所讲的文本确实和文学作品没有区别。我看报纸杂

志上，记者多数也是这样用的，不区分文本和文学作品，喜欢哪个用哪个。第三种是法国后

结构主义的观点，就是说文学作品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文本，用文本代替结构主义，这

是结构主义的一面大王旗。文本和作者是没有关系的，和读者有关系，基本上是不用文学作

品这个词的。我猜测郑敏先生那样讲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他想现在人全喜欢用文本代替文学

作品，我就只用文学作品，当然这只是我瞎琢磨的。第四种倒是别出心裁的提法，说文本是

文学作品的组成部分之一。提出这个说法的人是位大名鼎鼎的学者，符号学家，俄罗斯的洛

特曼，他在 1972 年的《诗歌文本分析》中写到，那种认为文本和作品是同一个概念的观点

应该断然加以抛弃，因为文本是文艺作品的成分之一，整体性的文学艺术产生于文本和一系

列复杂的生活观念和思想审美观念之中。这个观点值得我们重视，它没有抛弃文本，但是把

文本看成是文学作品的一部分。这个观点在今天的俄罗斯的一些高校中得到了重视。比如莫

斯科大学的瓦·哈利泽夫就持这种观点，周启超翻译过他的著作。他的书里有一章是文学作

品，下面有一节就是文本，文本是作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单纯地不管

现实，不管作家，甚至也不研究读者，我就简单地研究这个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结构，在这种

情况下，文学作品就变成了文本，所以说文本是文学作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观点很有意

思，他的那本书叫《文学学导论》，北大出版社出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第五种是我

个人的观点，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郑板桥的“胸中之竹”、“眼中之竹”，再加上“读者之竹”，

我觉得我们的文学研究可以采取这个办法，承认现实的存在，也承认作者的存在，也承认读

者的存在，读者也受文本的限制的。 



刘晓波博士论文答辩时，我也是评审之一，当时我提了两点小意见，没有包含政治含义，一

个意见是他的论文一个注都没有。当时评审会主席也不是一般人，是王元化。那种博士论文

答辩的场面你们是没见过，有几百人，外国记者也到场的。还有一点，他在文中说，读者读

了作品以后，可以创造出不同于作品的一个崭新的形象。我当时说，这个好像有点困难。西

方有句话，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不管是帅的还是丑的，都是哈姆莱特，总不能

读出个贾宝玉来吧，这样的话，莎士比亚九泉之下会流眼泪的。与其如此，不如自己重新写

部作品出来。后来我有次去新华书店买书，发现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了，但是里面没有提到我

的名字，其他评审专家的名字倒都在上面的，这表明他不包涵我。所以，这个读者是很重要，

但没有刘晓波讲的那么夸张，可以创造出崭新形象来。想象是很重要，但不是为所欲为的。

虽然我们认同英伽登所说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是不需要面

面俱到的，既讲现实，又讲作者，又讲读者，这样研究工作就不好做了，只需要做出部分来，

但是你的观念当中是应该有整体性概念的，要同时有“胸中之竹”、“眼中之竹”、“手中之竹”、

“读者之竹”，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和读者可以先不管，不去研究它，但我不否定它。我读

《哥伦比亚文学史》，书里说这里我就谈它的形式和结构，但是请读者注意，我后面还要谈

它的内容和形式。即使我后面不谈它的内容和现实，只谈它的形式和结构，也行。这种情况

下面，文本是存在的。当然，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不能简单概括，但正因为它复杂，才有

研究的价值， 



后冷战之后——全球变局与中国文化 
 

北京大学  戴锦华 
 
大家晚上好，这里的盛况是我始料不及的，每次看到这种状况我都是既感动又紧张，因

为这说明大家都是有预期的，可是有预期的表演是很难达到好的效果的。不过请大家相信我

的真诚，只要你觉得不满，就即刻用脚投票，离开这，请相信我的心理素质，教书二十多年

心理素质还是有的。做了这样一个毫不伪善的声明之后，我会比较踏实，确定大家不是碍于

什么才留在这的。 
南大是我心目中比较有地位的一所大学，所以周宪老师请我来做讲座，我就很紧张，然

后给了一个空洞的、大而无当的题目，但这确实是我近年来思考的关节点。请大家放心，在

这个大而无当的题目之后，将回归到我所熟悉的，希望也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电影，作为一个

有效的、从中国角度来说全新的文化实践来讨论。但是在讨论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年来我对剧变之中的国际局面的观察和思考。所有的这些对我来说具有重大标识意义的，

或者说整体改变国际格局的社会事件、国际事件，它们同时极为直接地与作为大众文化事件

的电影纠缠在一起，所以我先和大家做点分享，然后进入到更为具体的关于中国电影在所谓

的后冷战之后的讨论。 
首先声明“后冷战之后”是我发明的说法，我还发明了一个不通的英文，叫“After Post 

Cold War”，因为我们大家已经经过了漫长的后学时代，会有无数多的老师、学者站在你们

面前告诉你 post 不是 after,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时间断代。而我特别地用了 after，来

说明作为后冷战作为一种文化格局，作为冷战的终结和冷战的延续，作为冷战思维逻辑的继

续和冷战整体的世界格局的大部改观，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它们之间的全新的断裂。就如

同在历史学中“断裂”已经是一个烂词一样，所有的断裂都是绵延，所有的断裂都是抽刀断

水水更流。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 ppt 封面使用了两幅照片，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能够认出来。在座的

和我同辈或比我年长的学者自然认得出，但不清楚年轻的同学们是否认得出。因为我自己感

觉到新世纪全球化、相对主义文化的成功作用之一是造成在后冷战的格局当中起来的一代一

代人历史纵深感的消失，好像对于中国大多数的年轻人来说，历史的地平线终止于 80 年代，

历史不再有效地延伸到 80 年代以前的岁月中。并非 80 年代以前的岁月对于更年轻的一代人

来说不存在，只是 80 年代以前的中国和唐朝的、宋朝的中国似乎没有本质区别，这大概是

穿越文盛行的结果，因为历史不再是一个绵延的、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存在，而似乎是一个平

行放置的空间性存在。所以我说我有点怀疑大家是否会认识这两幅照片。先看下面这幅照片，

这是柏林墙倒塌，也就是冷战的终结。曾经人类世界一分为二，整个世界处在两相对抗，一

触即发的局势中。冷战时代两大阵营拥有的核武器储存足够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和人类遗迹

消灭 30 次，我们生活在这个活火山之下，突然之间以中国发生的事件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一路倒下去，庞大的社会主义帝国不战而败，资本主义帝国不战而胜，世界格局大变，世界

地图也从此改写，多了很多国家，也消失了很多国家，超级大国“苏联”的名词永远地从地

球消失了，而冷战终结的一个物理性的、空间性的标志就是柏林墙的倒塌。上面这幅照片是

正在发生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展的“占领华尔街”，它将是我们这个前提性回顾的 后

一个事件。我用冷战的终结或者说后冷战时代的开端，和我所认为标识着后冷战之后的历史

格局转变的两张照片作为我的开始，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后冷战历史格局当中影响并改变

世界政治、文化格局，直接地影响了全球性文化政治改变的起点。新世纪在人们的殷殷期盼

中降临，人们认为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年代，但一个灾难性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就是“9·11”。
我想大家都熟悉这个图片，我还记得那天被美国的朋友电话通知，坐在凤凰卫视前目击了整



个过程，目击绝望的人群在砸碎的玻璃墙前绝望地呼喊直至消失，目击救火队员冲进大楼再

没有出来，那个时刻在我的生命里是一个特殊的恐怖时刻，而这个恐怖时刻还在于在所有的

痛苦、焦虑、震惊当中，某一个我在我的身体里在提醒我，我放佛看到过这样的场景。在我

反复回忆后，我感觉我当然没看过，也不可能看过，我也不希望再有人目击这种事件。但是，

这种恍惚的记得，恍惚看过的场景 终被我追忆起来，我明白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机位和镜

头我确实看过，是在好莱坞的灾难片中。那么“9·11”作为美国本土首次遭受的暴力袭击

事件，在美国内部以及世界其他地方都引起了非常剧烈的反应，结果是一种叫做“反恐怖主

义”的意识形态开始成为全球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冷战年代彼此对立的两大意识形态

而有效地掌控了人们的想象和思维，只有批判性的学者如 Jameson 站出来说恐怖主义本身是

好莱坞的有效生产，恐怖袭击的行为本身是被好莱坞建构出来的，他同时指出关于恐怖主义

的想象经常是后革命的人们和没有革命可能的人们对革命时代的想象。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反恐意识形态的对立表述，我不是说完全认同 Jameson 的说法，我只是想说反恐主义意识形

态大家都知道，反反恐意识形态大家可能未必知道，所以我更强调那些声音特别微弱的沉默

地带。 
9·11 到今天还是美国的创伤经验，好莱坞还无法吞下这块巨大的创伤，把它吐出来，

变成美味商品。于是到今天为止直接触及这个东西的是一个批判性的纪录片，我想大家都熟

悉这部记录片，叫《华氏 9·11》，这部纪录片让它的导演赢得了戛纳金棕榈奖，国际电影

节把金奖颁给纪录片作品，这是很少有的情况。作为 9·11 事件的直接后续动作的是阿富汗

战争，阿富汗战争是我们期待的和平与发展年代幻灭的继续。美国闪电式的阿富汗战争除了

开启了后冷战时代美国以强力的军事手段打击他国的先例，同时也预示了新一轮世界争夺战

的开始，这一争夺战不再简单的是意识形态争斗和对地区的占领，而是相当赤裸却又被精心

包装的能源争夺战和美元保卫战，这些本身都可以成为一场讲座的题目，但我在这里只能简

单提一提。好莱坞的重要特征是对现实的高度敏感和迅速回应，作为阿富汗战争电影表述的

是一部典型的美国高科技动作片，就是《钢铁侠》，以好莱坞特有的超级英雄和白日梦的方

式去触摸美国社会的那些现实的伤口，而后把它好好地包扎起来，让我们在一个白日梦式的

解决中 终逃离现实的逼问。 
接着是伊拉克战争，我专门选择了这两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以千亿美元计算的

导弹所铺陈的巨大的空中打击，而同时美国传媒包括世界传媒热衷于讨论后现代战争是零伤

亡战争。但是，当我们说零伤亡的时候，指的是占领军方面的零伤亡，而不是被地毯式轰炸

所袭击的国家的零伤亡。这是种蒙太奇的手法，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诱导你们。我在有关伊拉

克报导当中第一次自问，我在电视机前目睹了 9·11 的发生，我用我的身体、我的情感，用

我作为一个人的所有感知方式去体验双子楼里的遇害者。但是我只能在全世界传媒中看到这

样一条报道，当一个导弹落下后，误入伊拉克民宅，那是一个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当那个

炸弹落地之后，那片建筑不在了，参加婚礼的人们不在了，新郎新娘不在了，留下的是一个

炸出来的几十米长的水坑。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同样的创痛，为什么我不能用自己的

身体去认同那个时刻被毁灭的人群，为什么我的想象力为什么不会飞扬地去想象那个在婚礼

现场发誓要终身相守的恋人就在那一瞬间化为血肉，化为碎末的时刻，为什么我不能体认？ 
零伤亡的战争 终演化为美国军队的泥沼，这个泥沼把美国拖得越来越深，长达 7 年之

久，直到近期，美国才开始撤军。零伤亡终究不再是零伤亡，这张照片是美国战死士兵尸体

被运回美国的场景。下面这张照片得了很多新闻奖，是撤离时刻美国军人的泪水。伊拉克战

争对美国来说不仅是再现了越战噩梦，还有关于战争、关于占领、关于征服、关于伟大的拯

救大兵的理想与无法完成占领与拯救的实际的创伤经验。战争带来两个丑闻，在国际政治学

家看来，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是在世界范围内重新修复美国的信用，但是结果是损害了美国的

信用。美国宣称出兵伊拉克是因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战争终结，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痕迹都没有找到。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伊拉克战争期间爆发了虐俘丑闻。新闻媒体披

露了大量照片，显示在伊拉克的美国士兵用了极端恶毒的、惨无人道的、极端卑劣的手段，

包括强迫男性俘虏之间发生性行为。虐俘丑闻严重损害了美国在越战之后好不容易修复起来

的拯救大兵的形象。之后有一部电影迅速跟进，大家可能都知道这部电影，就是奥斯卡 佳

影片《拆弹部队》。《拆弹部队》以一个个人的故事，个人的逻辑来试图阐释并抚慰伊拉克战

争中的美军士兵的创伤。经典的方式是《钢铁侠》式的方式，《天龙特攻队》的方式，再一

次以超级英雄的方式来抚慰美国公众对又要遥遥无期的泥沼的情感。 
伊拉克撤兵尚未完成，令人难以预料的金融海啸 2008 年在美国华尔街爆发，08 年到 10

年主导性的新闻都围绕着两个字：破产，主宰美国经济的大公司纷纷破产，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接受破产保护，换句话说以新自由主义为标志的美国开始全面的国有化过程。这是一个非

常有趣的过程，电影方面同样也快速跟进。金融海啸重创了美国中产阶级，在国际上也产生

了多米诺效应，这次让我们知道了全球化是怎么回事，美国打喷嚏我们就感冒，美国感冒我

们就发烧，美国发烧我们就病入膏肓。拜金融海啸所赐，中国开始崛起。之所以中国迄今为

止还没有收到金融海啸的严重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全球化程度还不够高，中国还保有着

货币的主权封闭性，没有被直接拖到这个泥沼当中去。《华尔街：金钱永不眠》想必大家都

听过，被好莱坞封闭多年的，极端尖锐的奥利佛·斯通出山了，拍了部好莱坞主流电影，重

现了奥利佛模式，向我们呈现了金融大鳄们的无所不用其极。另一个温和点的片子是《在云

端》，它从一个有趣的侧面展现了失业冲击波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冲击是何其深重。在此之前

的两部电影，如果大家懂得好莱坞的叙述模式的话，你会更为直接地看到金融海啸对美国内

部冲击的残暴，就是《当幸福来敲门》，《新抢钱夫妻》。美国社会学家指出在信用经济制度

下，美国的中间主体与美国的底层，即无家可归者的距离只有一线之遥，今天富足、安稳的

中产阶级可能下一刻就变成了无家可归者。 
好莱坞电影工业继续表现的是 B 级片它本身的斑驳性、快速反应及其包含的批判性。

如果大家对去年的 B 级片感兴趣的话，那么这两部电影，一个叫《重生男人》，一个叫《弯

刀》，会再一次向你们展示与金融海啸冲击波相伴随的美国社会的残忍。《重生男人》是一部

科幻片，但它十足是美国当下状况的反应。故事一开始，一个男人冲进一个房间，抛开另一

个人的肚子，拉出一个脏器，伴随的旁白是“付不起房贷的收房，付不起车贷的收车，付不

起肝贷的收肝”。它设想以后我们都用人工脏器，可以分期付款，付不起贷款的时候就收走，

而且收走的时候还人道地问你一句，要不要我给你打电话叫救护车。被取走脏器的人问，救

护车会给我一个新的心脏吗？回答是不会，然后他就说算了，不用叫了。另一部片子《弯刀》，

在这里非法移民再次成为转移压力的有效方式，驱逐拉美裔移民成为美国社会另外一个残忍

的事实。可以说《弯刀》这部 B 级片很黄很暴力，但是它非常直接地成为了现实的指涉，

是对不可改变的现实想象的解决，和好莱坞通常的甜蜜蜜的、温暖的解决方式不一样，它呈

现了一场暴动、一场革命，以至于美国的主流传媒对这部电影非常紧张。所有这些大事件都

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纠缠着。 
在世界范围之内，有一个区域长久地在以欧洲为中心、以欧洲为原点的世界之外，人们

认为这个世界时 没有可能变动， 没有希望， 没有活力的世界，这个世界叫阿拉伯世界。

但是，去年到今年，出现了一个被称作“阿拉伯之春”的急剧变动，整体地改变了世界格局。

于是不是好莱坞，而是种种欧洲电影尝试以它们的方式去回应这个巨大的世界变局。大家也

许知道去年戛纳电影节获评委会大奖的《神与人》，或者是一部我不喜欢但非常有趣的电影

《焦土之城》，它丝毫没有触及到阿拉伯之春的变化，但触及了阿拉伯地区的宗教问题，触

及了阿拉伯地区深刻而悠远的历史矛盾与历史冲突。 
下面两张照片大家应该认识了，就是占领华尔街。占领华尔街再一次在美国的中心，全

球金融的中心——华尔街爆发。人们认为这是再无希望就业、再无机会恢复中产阶级身份的



绝望的美国青年人的反抗，或者是人们所熟悉的后现代的安全表演，结果完全没料到占领华

尔街会向全世界扩散。对于这个运动，包括美国传媒在内的全球传媒都在尽力地缩小它，尽

力地去遮蔽它，不让它发出声音，可以想见，好莱坞也不会去表现它。但是，这个全球性的

反抗事件同时卷进了一个电影事实当中。在全世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有一个标志性的形

象，就是他们所携带的面具，这一期间世界各地的大量期刊都以这个面具为封面，它来自一

部电影：《V 字仇杀队》。电影主人公的主要造型就是这个面具，坦率地说我不喜欢这部电影，

但我所有搞电影和不搞电影的朋友都爱死这部电影了，我很难和他们分享这种情感，在我看

来这张毫无美感的面具应该是舞台式的，而不是电影式的。但我完全没有想到除了这样一种

我无法理解的喜爱外，它居然还成为一个全球性抗议运动的标志，电影结尾是成千上万的人

戴着这个面具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运动还在继续，他们想模仿马丁·路德·金和平示威的

路线，进军华盛顿，整个运动在愈演愈烈。 
刚才我和大家分享了一些与电影无直接关联的世界大势，我想说明什么？我想说明冷战

结束后，我们并没有进入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年代。当人们感叹、赞叹或怒斥冷战终结后的世

界变成了一元化的世界，变成了真正全球化的世界，因为滚滚的资本洪流终于涌过了冷战的

分界线，进入到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成为了资本运作的前沿地带，

资本主义表现了空前的活力，现代社会好像在这里得到复生，但是无论是赞叹者期待的或者

怒斥者担心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因为一系列的变局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给我们供给变数、未知

数和急剧演变中的格局，比如欧盟的变数、美国的被削弱、一波又一波的金融海啸。前两天

我去北京听一场音乐会，在奢华的包厢中看到了一个高个子的非常优雅的欧洲女人，我就说

那是欧洲财长吗，她也是来借钱的吗？果然第二天看报纸，那个人确实是欧洲财长，确实是

来借钱的。所以这一系列的变数，包括战争，包括全球化的浪潮和反全球化的浪潮，它们整

体性地改变着战后的世界，改变着冷战的世界，改变着后冷战的曾被人们认为会在一段时间

内处于稳定状态的世界。在所有的变局当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变数就是我们置身的现实，这

个变数就是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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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去年中國的網頁，既是研究者也是法官指出中國現代訴訟案件極速增加，主張這樣

的數量超乎預料地，中國早已進入「訴訟社會」。他說到一年之間大約人口的 5.24%多少與

訟訴有關。2009 年度中國全法院受理的案件大約 1138 萬件，這個數字是 1978 年、即文化大

革命結束、「四個現代化」開始這一年訴訟案件的 20 倍。另一方面，在日本，預測日本不久

也將與美國一樣成為「訴訟社會」，從 1999 年司法制度改革開始，但訴訟案件絲毫沒有增加，

因此 1999 年以來大量產出的律師，出現很多失業的社會問題。 

   現代中國與現代日本的訴訟情況，也許不可能是歷史的產物吧！今天想邊介紹中國前近

代訴訟經常發生的狀況，也邊敘述日本江戶時代的訴訟情形。 

 

    現代世界中，美國社會常常被提出做為「訴訟社會（Litigious society）」的代表。相反地，

位處另個極端，意即至目前為止一直被視為訴訟甚少的是，帝政期的中國－秦漢至明清的中

國社會(頁 4)。研究歐洲法制史的美國學者中，甚至有人認為：「帝政期的中國並不存在著為

解決民事糾紛而設立的法庭。」所以有這樣的想法，應該是認為，相較於現代美國重視法與

權利，並且已是個舊社區沒落的民主化社會；帝政期的中國則是重視禮與恭順，並且有著強

大的具有調解能力的社區及親屬等集團，此外則是中國是個實施專制統治的社會。 

    即便在中國法制史學界，直到 近為止，一般也都認為帝政期中國的訴訟並不多。在說

明這樣的觀點時，主要的依據有二。一為孔子所說：「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一為

費孝通《鄉土中國》(1948)中所提出的「無訟論」。實際上，從《漢書》到《清史稿》等歷代

史書中，出現了許多在地方官實行德化之地，達到無訟、罕訟的例子。費孝通所描述的情形，

例如，村落中的紛爭因長老的調解而不成訴訟等，因為是基於實際的田野調查，因此有其可

靠性。 

    費孝通在提出中國農村是無訟社會，乃至於少訟社會時，其基本資料應是他 1936 年在

故鄉（江蘇省吳江縣城）附近的開弦弓村進行田野調查時所獲得的資料(頁 10)。此時的調查

報告便是有名的 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國農民生活》。因為他在此地僅進行 2 個月的調查，

而人口數包含幼兒到老人在內共約 1500 人，總戶數也僅 360 戶左右，因此，2 個月的時間內

一件訴訟也沒有，也並非異樣。不過，這一地區的農村確實是被認為訴訟較少的。之所以這

麼說，乃是因為現存有清末當地所編集的訴訟檔案之故。其名為《太湖廳檔案(同治、光緒

朝)》，現存日本國會圖書館。 

    太湖廳與開弦弓村相距僅 10 公里左右，1936 年時開弦弓村的人口與 60 年前的同治、光

緒時相比，似乎也無太大的變化。1920 年代末期，村中也建立了使用近代技術的製絲工廠，

開弦弓村已走在近代化的路途上。但從 Peasant Life in China 一書中可以發現，村子裡的人儘



管貧困，卻過著平穩的生活，並未出現任何訴訟、審理等情事。此外，從《太湖廳檔案(同

治、光緒朝)》中也可窺知，此地即便在剛經歷太平天國動亂後的時期，人們也是過著較為

平穩的生活；此外，所出現的地方官(太湖理民府、太湖同知)也是有如《官箴書》所描述的

理想「父母官」，他們對於百姓的糾紛調解與訴訟審理等，均以推己及人之心進行。而地方

官轄下的百姓們也恭順從命，審理時，也出現過應是如費孝通所描述的「長老」一類的人，

在途中取消訴訟，也就是提出息詞，使得訴訟幾乎都在短時間內獲得解決。若僅就《太湖廳

檔案(同治、光緒朝)》來看，此地可說是個與「訴訟社會」這一概念完全無關的社會。值得

注意的是，此地似乎從太平天國以前開始，便是個「罕訟社會」。因為，若依據南京博物院

所藏《太湖廳檔案(嘉慶－咸豐朝)》來看，此地的訴訟與審訊情形與同治、光緒時代幾乎相

同。如果僅限太湖東岸的農村地帶而言，至少到 130 年前為止，或者上溯到更久以前，1930

年代費孝通所提出的「無訟論」，是符合此地的實際狀況的。 

 

    費孝通的「無訟論」是對比於都市社會的「鄉土社會」的情形。而「無訟論」一詞因被

概念化、一般化，因此容易認定舊時中國農村社會，不管何處，大致情形皆是如此，但實則

不然。之所以這麼說，例如，以《巴縣檔案(同治朝)》為例，同樣是同治年間，巴縣農村的

訴訟便與太湖廳的訴訟截然不同。同治年間巴縣的訴訟，其激烈狀況，即使稱之為「訴訟社

會」，尚不足以形容。若要找出同一類型，台灣大學所藏《淡新檔案》所記載的清末光緒時

期的訴訟，便可說近似巴縣的情形。 

    在此舉一實例。那便是居住在重慶城南方約 2、3 公里近郊農村之地的孫德祿，其所提

起的訴訟(頁 89)。 

    孫德祿以周以江為保證人，支付押銀 180 兩給曾怡昌，承租曾的田地。曾怡昌為江西人，

且為江西省吉水縣同鄉會的事務員。但當同治 3 年(1864)春，孫德祿打算要耕作時，先前承

租土地的佃戶謝仁和卻不願退租。因為曾怡昌沒有退還謝仁和承租時的押銀，他與謝仁和間

有關退租一事尚未解決。事實上，日後也發現，曾怡昌與謝仁和間還有其他訴訟案件。 

    及至 2 月底，孫德祿要求曾怡昌返還押銀，並一併控告保證人周以江。對於此案，知縣

的批示為：「着憑團証理落，毋得率瀆。」正如後述，這是種在當時的巴縣稱之為「未准」的

批示，意謂著訴訟不被受理。之後，孫德祿雖然依批示試著催討，但仍無法取回押銀，因此

再度提出訴狀。至此，批示中才表示，「爾憑遵批集理。曾怡昌膽敢佔抗不場，殊屬藐違可

惡。候即喚訊究追」，意即正式被受理了。 

   但即使有傳喚令，曾怡昌卻躲藏在女婿家中，拒絕出面說明。到了 6 月底，事情急轉直

下。因為，孫德祿之妻為了討還債務，攜帶幼兒，並在兄嫂黃氏陪伴下，到曾怡昌家中催討。

但曾怡昌攻擊他們，為此，黃氏精神不安，並且幼兒突然死亡。接著，黃氏也突然死亡。對

此變故，孫德祿認為乃是曾怡昌等人才導致兩人之死，請求下次也應傳喚曾怡昌之子及女婿。 

    因為之後的審訊過程極其複雜，在此僅略述其大概。第一次審訊做出如下判決，曾怡昌



被判械責鎖押，並應於 5 日內返還銀 168 兩等。但曾怡昌卻無力支付。之後，總計進行 7 次

審訊，裁定曾怡昌、吉水會會首、佃戶謝仁和等人，分別需支付 20 兩、30 兩、30 兩不等，

且各人需具結保證，事情方告一段落。此時，自訴訟起始，已歷經 1 年又 5 個月的時間了。 

    對於這起原本僅要求返還押銀的訴訟與審理，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第一，提出的訴狀數量及涉案關係人極多。僅在 1 年 5 個月內，總計提出 19 張訴狀。

原告 5 張，被告 6 張，其他尚有吉水會負責人 4 張，佃戶謝仁和等 3 張，甚至連被告的「屋

主」也提出 1 張。若包含 後三方所提出的具結，一起案件中總計提出了 22 張的訴訟文書。 

  此外，這起案件中，又參雜了先前所存在的訴訟與紛爭，使得問題更形複雜，被告人

數因此不斷增加。且爭執點也無法確定。回顧當初，孫德祿在訴狀的「被告」欄中，僅寫著

曾怡昌與保證人周以江兩人之名而已。但在黃氏死去時所提出的稟狀中，「被稟」一項中除

了上述兩人外，「添喚」中加入曾怡昌女婿，及被視為有毆打嫌疑的曾怡昌之子，甚至在一

件文書中，還寫有陳婦這一名字，而其身分卻根本無法確認。19 張的訴狀中，被告，或被

歸為被稟者，總之，不管是何種名目的被告者，合計達 17 人之多。 

     在曾怡昌所提出的稟狀中，「被稟」，換言之即被告，除孫德祿外，「唆訟」周萬興之名

也被寫入。周萬興雖被曾怡昌控告為訟棍，但在所有的訊問中，從未被視為嫌疑犯。換言之，

曾怡昌指控周萬興為訟棍，實際上是一種誣告，儘管如此，曾怡昌卻也未因這樣的誣告而受

到處分。興訟時，為達到證明自己的「正確性」，或減輕自己罪嫌等目的，在策略運用上，

只要是那些可以發揮作用的人，不管是誰，便列舉其名，將人牽涉其中。正因為如此，曾怡

昌才會控告 15 人之多。 

    更有甚者，一旦發生這類訴訟，便視此為良機，企圖一併解決殘存未解的紛爭。 典型

的例子便是將房屋租與曾怡昌的寡婦吳劉氏。吳劉氏原本與這起案件全無關連，但似乎視此

為良機，提出稟狀，要求收取曾怡昌未付的 20 兩房租。而吉水會會首等，似乎也認為這是

轉禍為福的良機。他們與曾怡昌斷絕一切關係，企圖利用這起訴訟將曾怡昌趕出同鄉會。佃

戶謝仁和也利用了這起訴訟。 

    這起案件中，知縣也嫌輕率。例如，原本已判決曾怡昌一人應付 168 兩等。但當他一人

無法支付時，卻在第 4 次審訊中，判決曾怡昌、夏永順(吉水會會主)、謝仁和等人，分別需

付給孫德祿，20 兩、40 兩、40 兩等。但夏永順與謝仁和卻百般推託，尚不願遵從。對於他

們所辯稱「無法支付」一事，知縣雖然批示：「銀數無多，不難於措辦。既經勸諭，應即遵

照，毋得飾詞推諉，違延率瀆。」但從此處卻完全無法感受到身為父母官應有的嚴明形象。

甚至在 1 個月後第 5 次審問時，將夏永順與謝仁和兩人應付的銀兩「降價」為 30 兩。 

    值得深思的是，此案中黃氏之死所代表的意義。原本類似這種紛爭，女性大多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孫德祿一見無法自曾怡昌處取回押金，便讓妻子攜帶幼兒，在兄嫂黃氏同行下，

前去要回押金。不過，或許這些女性是自願前往也不一定。她們本身非常清楚，光只是訴求

「還我錢來」，是無法達到目的的。類似被毆打這樣的虛偽訴求，也無太大作用。因為，若



是真的被打，應該可以在審訊時提出才對。實際上，這樣的手段在這種有關債權債務的糾紛

中，常常被使用。女性們常常挺身而出，前赴交涉還錢。審訊是在黃氏死後才開始的，距孫

德祿控告曾怡昌已過了將近 3 個月。假定無黃氏之死這一變故，要想以訴訟來取回押銀的可

能性是非常低的。 

    將黃氏之死的效果運用到極致的，不是別人，正是孫德祿本身。黃氏一死，他便立即將

黃氏遺體運到曾怡昌居處的正堂。任其腐爛發臭，不願埋葬，只為了給欠債不還的曾怡昌施

壓。彷彿是無法忍受臭味似的，曾怡昌將 20 兩還了。即便如此，孫德祿還是沒有將黃氏遺

體運回。一直要等到吉水會的夏永順等人將 30 兩都還清後，他才將黃氏遺體運回。 

    《巴縣檔案(同治朝)》〈命案〉中，收錄許多諸如下列的案件。即是，父母親接到女兒

在夫家突然死亡的消息時，對其死因，總認為是因為夫家的虐待，或是被殺等，因而興訟。

這便是所謂「圖賴訴訟」，意即將女兒的死視為「良機」而興訟。雖然僅是部分，孫德祿取

回了應得的押銀，毫無疑問，他原本是個被害者，但他的作法卻與「圖賴訴訟」者的手法有

相似之處。之所以這麼說，乃是因為收回押銀與黃氏之死原本毫無關係之故。似乎他也將黃

氏之死視為「良機」。不，應該這麼說，吉水會的夏永順等也好，佃戶謝仁和也好，甚至身

為屋主的吳劉氏也罷，皆將這起訴訟視為「良機」，將其做 大限度的利用。 

    若依據《巴縣檔案(同治朝)》，上述的訴訟，絕非例外。換言之，在時間上，從審理開

始到結案，拖延 1、2 年，甚至更久；人數上，原告、被告合計多達十數人；且，不管是原

告或被告等，皆像孫德祿一樣，或採取粗暴手段，或為求有利於審理而訴諸暴力等。此外，

在這起事例中，透過鄉約或團練等的調解，也完全無法發揮作用了。不但如此，甚至發生團

練內部因金錢借貸問題，本身無法解決，以致興訟的情形。這些在《巴縣檔案(同治朝)》中

所見的訴訟及審理的情形，與《太湖廳檔案 (同治、光緒朝)》所見，可謂截然不同。孫德

祿雖是居住在距重慶城(巴縣)約 2、3 公里的近郊農村，但距離在 50 公里外的農村所發生的

訴訟，其情形也並無不同。正如前述，費孝通以江蘇省太湖東岸的村落為調查基礎所提出的

「無訟論」，因著《太湖廳檔案(同治、光緒朝)》的存在，可確認其大致為事實。但同為清

末同治年間，巴縣不但不是無訟，其訴訟情形之粗暴，甚至比現在我們由「訴訟社會」這一

詞彙所連想到的社會，還有過之。這之中，愛民如子的「父母官」的形象不見了，《太湖廳

檔案》中所呈現出的百姓對於「父母官」的恭順情狀，也不復存在。在討論進入近代化前中

國的訴訟這一課題時，其前提應該是這兩種類型的同時並存。 

 

    那麼，若是將清末同治年間重慶(巴縣)當做「訴訟社會」時，此地一年間會有多少新的

訴訟案件；此外，巴縣衙門一年間又會收到多少訴狀?對於這個問題，僅能就考證結果作一

說明。有關一年間的訴訟案件方面，請參照四川省檔案館現藏巴縣檔案事案件數(頁 24、附

表)。一般認為，現存巴縣檔案並不完全，有部分遭到丟棄燒毀，儘管如此，如果統計乾隆

至光緒年間的件數時，其所具有的一致性，仍令人驚訝。例如，咸豐 6 年(1856)時超過 1000



件，此後直到光緒 34(1908)年為止，每年大致皆在 1000 件左右。咸豐 7 年或是同治 11 年等

年份，在數字的變化上略有不同，應可視為其中有些檔案遭到丟棄或燒毀。如果就同治年間

來看，我推估，一年的訴訟案件約在 1000 件到 1400 件之間；訴狀數量則在 12000 張到 15000

張間(頁 73-74)。同治年間巴縣的戶數估計約在 12 萬 6000 戶左右。因此，以一次訴訟中，

小限度一戶為原告，一戶為被告來計算時，40 戶到 60 戶中便有一戶每年直接牽涉到新的訴

訟中。若依實際的檔案來看，一般而言，每次的訴訟其被告人數約從 3 人到 10 人不等，因

此，巴縣一地每年直接牽涉到訴訟的人，應該遠超過這一數字。更進一步地說，每年 1000

件到 1400 件的訴訟案件，皆是屬於明確被批示為「准」的部分，換言之，乃是被受理的案

件。後面所討論被批示為「未准」的案件，在保留一段時間後，便被衙門故意丟棄，未能留

存下來。換言之，所謂每年 1000 件到 1400 件的訴訟案件，僅指那些在某個時間點被批示為

「准」－被受理的案件而言，若加上那些雖然提起訴訟，卻被批示為「未准」，而終未被受

理的案件的話，毫無疑問地，每年所實際發生的訴訟將遠超過於此。 

    那麼，類似巴縣這般訴訟頻繁的縣分，又採取何種對策?《明律》、《清律》中，有「告

狀不受理」的條文。那是指告狀，意即訴狀在向衙門提出後，地方官若不受理，將遭到處分

的條文。但若是遵守這一規定，即意味著允許百姓大肆興訟，因此，皇帝曾訓諭官員，違反

這一法令也無妨。例如，雍正皇帝對湖南巡撫以「不接民間詞狀」為由，彈劾知縣張翼一事，

即發出訓諭表示：「但稱張翼不肯接受詞狀，此語甚屬錯誤。民間詞狀虛妄者多，若一概接

受，必啟刁民誣告健訟之端，此風段不可長(頁 25)。」換言之，雍正皇帝本身指示可以違反

「告狀不受理」這一法令，因為有這樣的皇帝，下面的官僚們當然可以不受理訴狀。 

    但也有人認為，10 人百姓當中，只要有 1 人因冤罪而涕零，就應該儘可能地多接訴狀。

其中的代表者便是嘉慶皇帝。他曾言：「即健訟者十居七八，亦豈無一二銜冤負屈之民以實

情上訴乎。」這可說是在追求無訟的同時，根植於儒家思想中追求「無冤」這一理念的反映。

嘉慶年間「京控」所以激增，主要原因也在於此(頁 22)。 

    被稱為「清官」的官員中，部分人為同時兼顧無訟與無冤，在受理原告所提出的訴狀之

前，或先行看過，或者藉由觀察其人之舉止，對於為誣告而來的「健訟之徒」，不以案件受

理，僅是審訊原告一人。曾任巴縣知縣的劉衡在其官箴書《蜀僚問答》、《庸吏庸言》等書中，

便得意洋洋地寫下，因為採用這一做法，使得訴訟大減。在此請再度看一下巴縣檔案事案件

數(頁 24)。劉衡於道光 5 年 10 月 1 日就任巴縣知縣，7 年離任。在他任職巴縣的道光 6 年這

一整年間，相較於上一年度，案件數呈現不自然的大幅減少。道光 7 年他離開巴縣榮昇他處。

這一來，那年的案件數馬上又回到原來的數量。可以說，一旦訴訟開始增加後，以「清官」

的努力，也難以將其減少(附表、頁 29)。可以這麼認為，巴縣一地在道光年間前後，曾發生

了「訴訟大量出現」的現象。 

    那麼，在訴訟頻繁之地，說到那些非「清官」的普通地方官，是以何種方法來減少訴訟

時， 有效的方式便是在原告所提出的訴狀上，批示「未准」。以下便說明何謂「未准」? 



    同治元年 8 月 29 日，64 歲的寡婦李吳氏曾提出下列訴狀。因娘家母親亡故，李吳氏之

弟自李吳氏處借得棺木一口，估價為銀 65 兩。依李吳氏說法，這口棺木乃是為自己的後事

所準備的。只是，其弟卻只付 13 兩，餘額拒付。就在李吳氏親身前去催討時，被推倒在地，

除腰部、肋骨被打傷外，小腹被踢、吐血等，差點身亡。因此，懇請驗傷並追查詳情。 

    對此，知縣的批示為：「該欠銀兩為數量多，仰仍憑証理討，不必捏傷呈瀆。」不予受理。 

    接著，閨 8 月 25 日，李吳氏又再度提出下列訴狀。遵照批示，透過原證人催討，但還

是拒絕還付。其弟則是「以先前的批示是「未准」為理由，吼稱說，她即便控訴百次，也不

會被受理(藐批未准，吼稱任氏百控)。」因為其弟以冷水潑她，因而感染風邪，加上先前被

踢舊傷復發，飲食不多，現已氣若游絲。數十兩銀錢乃是生死的分界點。自己絕非好訟，只

因已是走頭無路之故。 

    如此一來，知縣無奈，只得派遣仵作驗傷(候驗傷察奪)。換言之，這次受理(准)了(頁 80)。 

    正如李吳氏所言，這起案件中 初所提出的訴狀，被以「未准」方式處理。若是「未准」

時，便不會進行審訊。因此，再度控訴，說明已透過原證人催討等情由，結果，此次便被受

理了。 初提出的訴狀得以發揮作用，因而留存至今。 

    順帶一提，這起案件其結果如下。 

    依照 10 月 5 日知縣所收到仵作的報告，李吳氏的傷已經痊癒，因此無法寫驗傷報告。

簡而言之，李吳氏所受到生死攸關的傷，其實是騙人的。只是，同一天，李吳氏又提出下列

訴狀。 

    其弟將沒有被傳喚視為良機，趁仵作回去後，帶領多人前來，企圖捉拿其子，其子雖逃

過一劫，但自己因傷尚未痊癒，連起身都有困難等等。 

    知縣如此批示：「依仵作報告，傷既已痊癒，即照先前批示，即託保證人處理，毋得滋

訟。」驗傷結果，雖然已做出傷已痊癒的報告，但李吳氏卻還是聲稱其傷並未痊癒，起身困

難等，面無愧色，繼續說謊。結果，這起案件至始至終未曾審訊過。 

    值得注意的是，這起案件中，李吳氏想從其弟手中收取 50 兩左右的債款，與李吳氏被

其弟毆打，原本是不相關的兩件事。但因為若有相互鬥毆，即使是這樣的債權回收案件，也

會被受理，因此，原告們自然會想尋求被毆，以致採取這樣粗暴的行動。這類例子已見諸於

孫德祿以黃氏之死為藉口的訴求。但若僅就我個人在讀了《太湖廳檔案(同治、光緒朝)》後

而言，此地因為訴訟較少，即便無相互鬥毆，在某個債權回收案件中，也批示為「飭王玉山

等理處。如果不遵，即投案訊究可也。」而非是「仰仍憑証理討，不必捏傷呈瀆」，這樣「未

准」的批示(No.11)。的確，此處也曾一度尋求透過民間人士，讓當事人協調解決(飭王玉山

等理處)。但正如「如果不遵，即投案訊究可也」這段文字所敘述，其中明白表示「若以民

間之力，無法自行解決時，就由地方官審訊究明。」這就並非意味著「未准」。訴訟與審訊的

情狀，兩地可說截然不同。 

    先前所舉孫德祿及李吳氏訴狀的事例，皆是一度被批示為未准，其後因為有黃氏死去，



或李吳氏被毆等不實的訴求，隨後被受理，成為檔案留存至今。但除去這樣的事例，大部分

的情形是，保存一段時間後即予廢棄。巴縣檔案方面，例如有關債權回收案件的部份，實際

上並不清楚有幾成被批為「未准」而遭廢棄。但很幸運地，《黃巖檔案》雖然被批示為不准，

但仍留存下來，因此可以得知其比例。若依據《黃巖檔案》，不論是什麼樣的形式，在與債

權回收相關的案件 17 件中，沒有任何一件被受理。例如，某個案件中記載著如下的批示：

「欠洋既有票據給執，又有抱還之人，盡可自行邀同向討，毋庸遽請飭追。票揭還。」這起

事例中，既添付借用證書(票據)，也清楚寫著仲介者(抱還之人)，知縣便抓住這些，將其做

為未准的理由，不進行審訊，並退回借用證書(頁 108)。 

    准(受理)與未准(不受理)之差，就在於是否有加上這句，「如果不遵，即投案訊究可也」。

若只寫著「飭王玉山等理處」，換言之即是被批示為「未准」時，便意味著訴訟當事人只能

透過鄉約、近鄰，或保證人、仲介者等，自行解決紛爭。不過，訴訟當事人通常在興訟前，

就已經尋求在民間自行解決了，只因無法解決，方才興訟。即使在巴縣，若遡及乾隆、嘉慶

年間，也甚少只以先前所提及的「仰仍憑証理討，不必捏傷呈瀆」的批示，便結案的。在那

時代，也有寫著諸如：「是否實情，仰地鄰查覆」(《巴縣檔案(乾隆朝)》〈借貸〉No.1014)之

類的批示。這就不僅只是命令「近鄰之人調查實情(仰地隣査)」，也命其回覆。這也表示，

直到紛爭解決為止，知縣都將負起責任的意思。未准的批示，可說是地方官在朝向解決紛爭

時，所下的某種命令，因此並不構成犯下《清律》中告狀不受理的罪刑。但未准的批示被濫

用一事，無疑意味著訴訟頻繁時，在減少訴訟案件上，具有極大的效果。 



 
 
学术前沿讲座 
 
 

“乌坎事件”的标本意义 
 

南京大学 张海波 
 
（编者注：“乌坎事件”为 2011 年 9 月起发生在广东省汕尾市所属陆丰市乌坎村的群众事件，

该事件起因于土地问题导致的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随后屡次扩大升级，至 12 月下旬得

到平息。） 
学界对“乌坎事件”的关注多集中于 2011 年 9 月 21 日游行事件之后的事态发展，包括了群

体性事件、危机处置、乡村基层民主等当下中国社会管理的诸多热点议题。然而，“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乌坎事件”的标本意义不仅体现在事中和事后，也体现在事前。 
从事前来看，“乌坎事件”事发于土地问题，又经多次上访无果， 终酿成群体性事件，这

是中国群体性事件生成的与演化的标准路径。从本质上看，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各种结构

性矛盾的外化，风险社会、转型社会、网络社会这三大结构性变迁方兴未艾，由此而致的社

会矛盾也只能居高不下。在总量和出口之间，社会矛盾不在制度内消化，则必然在制度外宣

泄。当乌坎的村民多次上访无果后，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已无可避免，剩下的只是时间、地点

和场合的问题。由此可见，“乌坎事件”背后所潜藏的正是制度包容能力的下降和信任的丧

失。这具有普遍性，据统计，1994-2004 年 10 年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从每年的 1 万起增

加至 7.4 万起，2005 年之后，则增加至 9 万起以上，2010 年约为 10 万起；与此同时，信访

总量却从 2005 年起持续下降，2010 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的信访总量首次下降至

1000 万次以下。单看信访总量，则会得出中国的社会矛盾在不断缓解的结论；但如果两相

对比来看，说明社会矛盾并未有效缓解，且作为吸纳社会矛盾正式制度的信访制度未能有效

发挥作用。近年来，关于信访制度的负面新闻不绝于耳，从北京安元鼎公司的非法“截访”

产业链，到湖北的信访学习班，再到洛阳赵志斐被误作进京上访人员遭毒打，信访制度确实

被异化，信访“维稳”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困境。信访制度的异化不仅体现在操作层

面，不注重化解矛盾，反而动辄以“零上访”、信访考核排名来限制上访、掩盖矛盾，导致

信访“维稳”异化为“稳控”；也体现在理念和结构层面，无视、回避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

矛盾的现实，虽然设置了数量众多的信访机构，却总是试图减少上访、消灭上访，信访机构

越往上权力越大，却又将“越级上访”、“进行上访”视为非法。事实上，信访已经成为当前

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底线，如果信访失效、失信，则群体性事件势必增多。 
从事中来看，“乌坎事件”引发大规模抗争，“内卷化”的抗争策略裹挟网络围观力量，迫使

传统刚性“维稳”方式转向柔性对话机制。如果合理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尊重，向外寻求

制度的帮助屡受挫折，则必然转而向内寻求自身的力量，这就是政治抗争策略的“内卷化”。

“乌坎事件” 终能够抗争成功，得到与类似的“钱云会事件”等同类事件不同的结果，网

络微观力量固然不可小视，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抗争策略的高度“内卷化”。“内卷化”的特征

之一就是只相信自己，“抱团”维权，以行动规模、一致性和精细的内部分工来获得外部关

注，从而实现“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因此，这一“信访悖论”的出现，

不能归咎于上访群体的贪得无厌，而在于制度的不良诱导。如果说几年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现

实状况还可以用“上层实体化、底层散沙化”来描述的话，那么就这几年的时间，底层的“内

卷化”可能会取代“散沙化”而成为新的特征。无独有偶，在 2011 年发生的“潮州古巷事



件”中，农民工通过同乡会“抱团”维权，便是底层社会“内卷化”的又一例证。“内卷化”

反映了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在论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时谈到，法国社

会正由“金字塔”变成“马拉松”，掉队的人越来越多。这也是中国社会机构的真实写照，

“农二代”、“蜗居”、“蚁族”都是掉队的群体，掉队撕裂了社会整合，“断裂”便出现了。

所幸是的，“乌坎事件”的处理者能够及时转变思路，以包容化解排斥，以对话解决对抗，

放下身段倾听诉求，实实在在解决问题。其实，事情本不复杂，“维稳”、维权只在一念间，

稳定不是“非黑即白”，刚性的压制完全可以代之以柔性的对话。《人民论坛》的调查显示，

79%的受调查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借“维稳”名义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较严重”，70%的

受调查者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对“维稳”的误读使得“维

稳变成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在这一点上，“乌坎事件” 大价值在于，它“捅破了一

层窗户纸”，“维稳”真的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 
从事后来看，“乌坎事件”帮助村民成功维权，推动乡村民主自治，以“外压”推动政策调

整。毋庸置疑，“乌坎事件”是一次典型的“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在对“乌坎

事件”的处理中，一旦改变策略，放弃应急的短视思维与策略，危机处置便真的渡过了危险，

迎来了机遇。反观国内多数危机的处理，只有危险，不见机遇。中国的各类公共危机在本质

上其实就是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如果仅以应急的思维和策略来控制事态，即便能暂时化解危

机，也无法从根本上减少危机。时至今日，在发展、改革与稳定的战略关系中，由于稳定的

硬性制约和“维稳”的异化，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地遭遇“维稳”问题，改革已举步维艰，

发展则难以为继，由危机和互联网推动的“外压”模式是公共政策优化的重要契机，也是改

革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危机处理如果只见危险、不见机遇，则是失败的。以此对照，中

国的公共危机处理多数是失败的，不但未借危机之力推动结构优化、制度改良、政策调整、

价值反思，甚至连被问责的官员也大多莫名其妙地被问责，而后又雨后春笋般复出，致使同

一问题反复出现，在同一地方多次跌倒，以劣质奶粉为代表的食品安全事件便是明证。在这

一点上，“乌坎事件”的标本意义在于，危机处理触及了村民自治这个核心问题，回归了危

机处理的应有之义。 
当然，对“乌坎事件”必须持谨慎的乐观，一则在于事件的圆满解决有一些不可复制的外部

条件，当政者的胸襟与胆略也并非人人都能具备，在这种意义上，“乌坎事件”有一定的偶

然性；二则在于“乌坎事件”也并非只是事中和事后成功的标本，也是事前失败的标本。因

此，“乌坎标本”要发挥 大的价值，不仅要将事中与事后的经验推广、制度化，更要关注

事前的教训，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布局下，以信访制度改革为契机，推动“维稳”

转向维权，方才功莫大焉。 
 
 
 

心态史视野下的西欧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 

 
闵凡祥 （南京大学，210093） 

 

资本主义文明在欧洲的兴起与发展，可说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概念和国际政治概念的

欧洲自近代以来迅速崛起、影响世界的根本性因素。对于资本主义在近代欧洲的兴起与发展

这一历史事实，国内外诸多学者都已对之做出了多种不同的解释。其主要观点和流派有:城

市论、地理环境论、贸易根源论、世界体系论、产权论、政治结构与经济结构论、新教伦理

论、社会系统论、落后论、“封建政府的直接扶植与推动”论等等。可以说，所有这些解释



都有其精辟与合理之处。但是，在对之细究之后，我们却又不难发现，这些解释大都主要集

中于经济和物质因素，强调政治因素者次之，它们都是显性的因素。而对社会心态这一非显

性因素却关注不够。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并 终取代封建主义，将西欧带入现代社会。

对这一影响深远的重大社会转型问题的认识，如果离开了心态史的解释，同样将是挠不到历

史的痒处。 

  “心态史，更确切地说是过去的心态，非当前的心态的历史”，它以过去民众的集体

意识或集体精神为研究对象，以揭示过去人类生活中潜意识“心态”（mentalities）的作用

为目的。高度重视历史上社会群体所共享的那些无意识的“意识”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精神、

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行为价值判断标准，是心态史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的根本性特征。社会群

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共享的理念与意识，及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这种集体理念与意识与社会生产

活动间的相互关系，是其考量的核心内容。心态史，是在 20 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中因年鉴

史学的首倡与卓有成效的实践而破土而出，发展壮大，并逐渐成长为当今西方史学中的一个

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它既是一种历史学的新分支，又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视野、新理

论、新方法、新范式。 

心态史的兴起和发展繁荣，不仅促进了国际史学的繁荣发展，带来新的发展趋势，且

对人们更为全面地认识历史、解释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分析工具。心态史在历史研究中的

独妙之处即在于，当传统的历史学家宣称“我已创造了过去”时，它则坚决地对之补充道“而

我向你说明了历史的精神……我将看到过去的人，看到他的精神赋予他的生活”。“不论我

（们）探究个人、历史时代、家庭、民族、国家或任一社会历史群体的内在本质，唯有当我

（们）把握其具体的价值评估、价值选取的系统，我才算深入地了解它”。心态史研究，可

以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获得更加接近于历史时代和事实的研

究结果。 

在心态史视野下，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发展繁荣的根本性前提是，在 12-18 世纪

的西欧发生了一场社会心态革命。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实际存在构建了一种新的“爱恨秩

序”， 规定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价值优先或后置规则（伦理），规定“资本主义人”的世界

观和世界认知的结构与内涵，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行为上的可行性。资本主

义在西欧的兴起，不仅仅是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的结果，它也是“新的劳动

观念和新的货币观念的产物，即一种心态的产物”。“资本主义首先不是财产分配的经济制度，

而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这一制度源于特定的生物心理类型的人（即资产者）的目的设

定和价值评价，并由其传统传承”。 

历史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变迁和事件，与一种社会心态的类型有着本质性的关联。随资

本主义文明兴起而来的近现代欧洲文明，同其前代中世纪文明相比，具有理性化、脱魅化、

世俗化、市民伦理的成形、基督教世界观的衰微等诸多明显的根本性特征。这些特征的出现

不能完全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那里获得清楚的解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更是西欧

社会心态从中世纪类型向近代转型的产物。归根到底，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是西欧社会

心态从中世纪类型向近现代类型发生重大转化的产物，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

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使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

的一场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

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 

经济发展引发社会观念的变化，新的观念纠正或取代旧的观念并 终引发整个社会心态

的转型，而新的社会心态又为新经济、新制度、新社会提供道德合法性与行为可行性上的支

持与保障。资本主义经过自 12 世纪始到 18 世纪 6 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取代封建主义，成

为统治西欧社会的一种社会类型。 

 



（本研究为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社会心态的转型与西欧资本主义

文明的兴起”（项目号：09YJC770032）阶段性成果） 

  
饱和与他者：谈谈马里翁的艺术现象学 

 
方向红 

 
马里翁（Jean-Luc Marion）是法国新一代现象学家，代表性作品有《还原与给予》、《论剩余：

饱和诸现象研究》和《被给予性：论给予的现象学》。下面我就从马里翁的这三本著作出发

来谈谈马里翁的艺术现象学。 
马里翁认为他自己已经越过了古典现象学的阶段，就是说，他走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曾经走

过的道路上并超越了他们。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源于他对胡塞尔的意识哲学以及对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所作的批评。他一方面拒斥了胡塞尔的超越论主体，另一方面也反驳

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他这样做，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学理上的依据的。这里面有一个关键词

“被给予性（donation）”。这个词来自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通过马里翁而被应用在绘画的

创作和欣赏之中。马里翁指出，在绘画作品的空间里面，一切显现着的东西都是流动的和不

确定的，就像一条河流，我们甚至不能两次踏进，但胡塞尔告诉我们，在这条变动不居的河

流里仍然有某种固定的东西被给予我们，这个被给予的东西实际上是对象，是意义。我们可

以这样设想，在整个意识流或者体验流中，在不停的流淌过程当中，如果一切都流过去了，

那么就什么都不会留下，结果我们获得的不过是空无而已。在意识流中，有一些东西留下了，

有一些东西生长起来、立起来。它们就是胡塞尔所谓的被给予性。马里翁就接受了这一点，

但是做了带有文学意义的改造。把上面的说法倒过来讲，我们可以说，在任何体验流里都有

剩余的东西。这种剩余物的存在方式很特殊，它作为体验流中的多余者存在，可我们在体验

流当中却无法找到它。那么，它是不是在体验流之外存在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剩余物的存

在方式似乎是这样：在体验流当中有某一种东西要突显出来，它已经呼之欲出了，这种状况

使体验流充满紧张，而且作为主体的我们恰恰被这样一种紧张所抓住。这就是马里翁所谓的

“饱和”或者“漫溢”。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路里也有类似的东西。胡塞尔认为，这种

剩余或饱和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主体，而海德格尔说这个东西恰恰来自存在之所为，是存在

者的存在，例如，在“农夫的鞋”这幅画里，其关键之处不是大家要看到鞋子，而是要看到

鞋子的存在。马里翁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观点都进行了批评。他指出，无论是主体的存在，

还是存在者的存在，首先都必须被给予。任何本质、任何本体，要想显示自身，它首先都必

须被给予。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被给予的东西是不是一定会被显现出来呢？给予与显

现之间是不对称的。马里翁在这里赞同海德格尔的说法，在现象的背后没有隐藏什么东西，

但那应该显现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没有显现自身。为了让其显现出来，就需要哲学和艺术。 
    实际上，这种显现有几个比较典型的现象，马里翁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一是事件，比

如说任何一场战争，诺曼底登陆。这样一个事件不同的人去看的时候，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

一样的，里面的士兵、行人、飞行员、将军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谁都可以说我经历过这个

事件，但是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实际上，事件中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他自己所构造的东西。在

这个意义上胡塞尔是正确的。第二个是偶像。比如说，在绘画里面，观众所看到的不是一个

具体的物体，他看到的是一个饱和或漫溢之“物”，这是从视觉流里多出来的一个“象”。我

们在看任何一幅绘画的时候一下子被抓住的正是这个“象”；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各式各样

的场景或景观，当我们被它们吸引的时候，我们一定在现场被场景中所溢出来的某一种东西

深深打动了。其实这个打动我们的东西同绘画里面所给予的东西是一样的；在话语中我们津

津乐道的东西，其实不是别的，恰恰是你的希望和欲望，是主体的东西，是来自主体的东西。



这些都是我的偶像，是我的东西。三是肉身，对于肉身来说，所有的欢乐和痛苦都是自身触

发的，自己触发自己，不管什么事首先得要通过对这种欢乐或者痛苦的体验才能发现在肉身

中的意义，个体的身体是直接的、排除了外在之物的存在。 
    所有这三个维度在胡塞尔那里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解释。但是还有一个维度是在新一代的

现象学家那里发现的。这第四个维度就是圣像。这是一个全新的维度。在这个维度里，显现

与显现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人那里，当我看人的双眼的时候，我发现什么都

没有看到，可与此同时，我被另一个人、一个完全不同于我自己的他者看到了，我变成了被

观看的对象。 
    艺术的困境就在这里。马里翁指出，绘画这种艺术可以让作者把自己的全部梦想和欲望

带入到画面之中，或者，对于欣赏者而言，在绘画中看到自身的意象，但是，艺术家在画人

像特别是人的面容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到画出一个人而不同时对人的价值带来损害。我们

在街上遇见乞丐，通过双眸看到他者的面容，可在平面艺术中我们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

未来绘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石頭記》的敘述層次及其功能與意義（摘要） 
 

周建渝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石頭記》中人物與事件眾多，其關係之複雜，早為學者所關注和充分討論。1若從敘

事的角度觀之，往往可見這部小說中被敘述的故事裡往往又含有另一層或數層敘述。這一特

徵，可借用里蒙－凱南（Shlomith Rimmon-Kenan）在分析西方小說敘事層次時所言來說明：

「一個人物的行為是敘述的對象，可是反過來，他本身也可以敘述另一個故事。」2《石頭記》

裡多重敘述層次的產生，是由於作品中存在不同層次敘述者的觀點（point of view，亦稱視

點）。所謂觀點，對小說創作而言，涉及敘述者與故事的關係，即敘述者以何種方式建構所

敘的故事；對讀者而言，則是藉以認識構成小說作品的人物與事件等的視界。3美國學者羅

伯特‧史可茲（Robert Scholes）與羅伯特‧凱洛（Robert Kellogg）曾注意到，在任何一部小

說中，視其複雜之程度，各有三個或四個敘事觀點存在──小說人物、敘述者、讀者與作者

的觀點。4本講主要從小說敘述者與小說人物兩方面切入，通過分析《石頭記》敘述中隱含

的多重敘述觀點，看到由此構成的多重敘事層面，以及作者設置一僧一道在小說不同層面敘

述中的功能及意義。 

                                                        
1 關於《紅樓夢》人物形象研究之專書，可見蔣和森《紅樓夢論稿》（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9）、王朝聞《論鳳姐》（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張錦池《紅樓十二論》（天津：百花

文藝出版社，1982）、王昆侖《紅樓夢人物論》（北京：三聯書店，1983）、康來新《石頭渡海─

─紅樓夢散論》（台北：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5）與《紅樓長短夢》（板橋：駱駝出版

社，1996）兩書中的人物論部分、王志武《紅樓夢人物衝突論》（西安：陜西出版社，1985）、朱

眉叔《紅樓夢的背景與人物》（瀋陽：遼寧大學出版社，1986）、郭玉雯《紅樓夢人物研究》（台

北：大安出版社，1994）等，以及大量相關論題的期刊論文。 
2 Shlomith Rimmon-Kenan, Narrative Fiction: Contemporary Poe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 1983. p.91.按本書中譯本見【以色列】里蒙－凱南著、姚錦清等譯《敘事虛構作品：當

代詩學》（北京：生活．讀書．新知三聯書店，1989）。本處中文引文主要參考此譯本頁 164，筆

者略有修訂。 
3 Wong Kam Ming 著、黎登鑫譯《紅樓夢的敘述藝術》，台北：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頁

14。 
4 Robert Scholes & Robert Kellogg,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240.此處中文引文乃筆者所譯，末句括弧中「作者的觀點」一句為筆者所註。 



 本講首先分析《石頭記》第一回呈現的多重敘事觀點。從小說敘述者以說書人口吻開始，

告訴我們青埂峰下那塊頑石的來歷，到僧人向道士講述的「還淚」故事，讀者被一個又一個

敘述觀點所引導，進入小說一層又一層敘述空間。這樣多重敘述層次的交織式呈現，使小說

從一開端，便予讀者玄奧之感，也刺激著我們閱讀的興趣。若僅就敘述者觀點及小說人物觀

點而論，可看到《石頭記》含有至少四個敘述層次。第一層是整部小說敘述人的敘述，第二

層是「石上書云」，第三層敘述甄士隱夢中所遇，第四層是僧人向道士講述的「還淚」故事。

這些敘述的不同層次，分別涉及作品中敘述的不同觀點。本講試圖說明這些不同的敘述層面

與觀點在小說的敘述進程中，分別具有怎樣不同的功能，又如何為作品的寓意提供多層面詮

釋的可能性；同時，這些層面與觀點如何相互關聯，如何使《石頭記》開端與其後的敘述相

互連貫，以促成小說結構的整體一致性。 
本講結論提出，《石頭記》中的多重敘事觀點，導致作品中多層敘述的並存。多層敘述既具

各自的功能與意義，又相互交織，相互指涉，由此構成小說敘述結構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一

僧一道遊走於不同敘事層面，既操控著小說主要人物的命運，又揭示出小說中多重世界、多

重意義之間的相互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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