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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研院通讯第十四期 

 

 

 

【高研院要闻】 

 

高研院学者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参加学术会议 

2012 年 2 月 29 日至 3 月 4 日，高研院院长助理陈蕴茜教授、高研院“特聘

教授”孙江教授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参加主题为“比较视野中的社会记忆：理论

关怀与日常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由希伯来大学高级研究院与南京大

学高研院共同举办，与会的 40 多名学者来自以色列、美国、德国和中国的众多

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我院与会代表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并就院系合作、学

术交流的相关事宜与相关单位进行了会谈。 

 

高研院代表团访问德国哥廷根大学 

2012 年 3 月 4 日至 12 日，高研院代表团一行 6 人访问德国哥廷根大学，与

该校相关领导和院系负责人就两校合作、南大—哥廷根论坛、德语精英班及“文

化接触”中德双博士培养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商谈。 

 

第三期“南京大学文科青年教师方法论培训” 

2012 年 3 月 6 日，由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人力资源处和高研院联合举办

的第三期“南京大学文科青年教师科学研究方法论培训班”举行开班仪式。南京

大学副校长杨忠教授，社科处处长王月清教授，主讲嘉宾童星教授、刘洪教授及

第三期学员 34 人等出席了开班仪式。 

高研院先后在 2009 年、2010 年举办了两次方法论培训班。今年的培训活动

内容包括研究项目的申请、学术期刊投稿、电子化学术资源的使用、中英文学术

论文的撰写、国际学术交流等多个方面，培训方式包括讲座、沙龙、访谈、小组

活动等多种形式。相关工作于 2 月下旬展开，6 月上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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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大学 Scott Lash 教授来院讲学 

2012 年 3 月 12 日至 4 月 1 日，英国伦敦大学哥德斯密学院 Scott Lash 教授

在高研院做为期四周的短期访学，并开设“经济学、政治学想象力”专题学术工

作坊，内容包括主题为“亚当斯密在北京”、“黑格尔的智慧”、“卡尔·施密特的

政治学著作”的三场学术演讲、专题座谈和学术访谈等。 

    Scott Lash 教授是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和文化研究专家，其研究领域包括社

会学、现代哲学、文化研究、身份认同、现代化等。拉什教授曾于 2011 年 3 月

访问高研院，并做主题为“新全球化、新理论”的系列演讲，并接受了《中华读

书报》等媒体的采访，引起热烈的反响。 

 

高研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来院工作 

    2012 年 3 月 15 日至 4 月 1 日，高研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王宁教授

来院工作。工作期间，王宁教授与驻院学者进行了座谈，与来访的伦敦大学 Scott 

Lash 教授就世界文学、现代性、后殖民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王宁教授还与

南京大学外语系、文学院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生进行学术探讨，并作主题为“世界

主义的文学和文化维度”的演讲。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彭锋教授讲艺术策划 

2012 年 3 月 26 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彭锋教授应邀访问高研院，讲授他成

功策划了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展馆的经历和个人体验，并与南大师生交流，受到热

烈欢迎。彭锋教授现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艺术学系主任，从事美学、艺术

理论、艺术策划的研究，他先后成功策划各类展览 80 余次，其中包括第 54 届威

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 

 

高研院驻院学者短期访问国外著名高校 

    2012 年 3 月至 4 月间，高研院驻院学者方向红、闵凡祥、张海波、高方、

程德俊分别应邀赴德国弗莱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法国巴黎

第四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做为期一个月的访学。此次出访为高

研院推动我校文科国际化的举措之一，我院常年与国外知名高校保持密切的学术

联系，并致力于推荐南大优秀中青年学者赴国外访学，以增强学者的国际视野和

学术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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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系 Gerald Cupchick 教授来访 

    2012 年 4 月 15 日至 21 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系 Gerald Cupchick 教

授应邀访问南京大学高研院。访问期间，Cupchick 教授与高研院驻院学者和心

理学系的中青年教师进行了座谈，并访问了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哲学系等单位。

还应邀在鼓楼校区和仙林校区各做一场学术演讲。Gerald Cupchick 教授为世界知

名的心理学家，研究领域包括情感过程、非语言交流、艺术与诗学的创作与接受

等。 

 

“东亚汉籍的研究方法”教授沙龙 

2012 年 5 月 6 日，高研院域外汉籍研究所举办主题为“东亚汉籍的研究方

法”的教授沙龙。本次沙龙由域外汉籍研究所所长张伯伟教授主持，邀请了包括

日本大阪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

等多所院校在内的中、日、韩学者与南京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日语系、韩语系

的学者共 22 人，就“东亚汉籍与中国历史研究”、“域外汉文学研究”、“汉文化

圈”、“中国周边各国的汉文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第三届南京-埃默里论坛“视觉的文化政治”学术会议 

2012 年 5 月 14 日，南京大学高研院、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与美国埃默里

大学（Emory University）及美国亚特兰大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 in Atlanta）

联合举办了第三届“南京-埃默里论坛”，中美双方共 25 位学者与会。此次论坛

的主题是“视觉中的文化政治”，来自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文学院、社会学院、

哲学系、历史系、城市资源系等不同学科的 14 位中国学者，和来自埃默里大学

艺术史系、英语系、历史系、政治系、新闻系、经济系的 11 位美国学者，分别

就“视觉文化”、“视觉政治”、“影像与社会生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高研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顾明栋教授来院工作 

2012 年 5 月 20 日至 6 月 10 日，高研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中

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顾明栋来院工作。工作期间，顾明栋教授参与了高研院的

学术讲座、学术访谈、工作坊和其他相关学术活动，并做主题为“诗性无意识：

跨文化诗学理论基石”的主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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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德语精英班招生工作结束 

2012 年 5 月 25 日至 26 日，高研院组织第二届精英德语班的面试工作，共

有来自文科各院系的 56 名同学参加了由德国哥廷根大学代表主持的的面试，

终有 25 名学生被录取为本届德语精英班学员。德语精英班为哥廷根大学与南京

大学合作举办的面向南京大学本科学生，以优质教学短期内提高学生德语水平，

同时为学生提供赴德留学机会的合作项目，目前已是举办的第二届。本届班将于

9 月中旬开学，至 2014 年 7 月结业。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文科代表团访问南京大学 

2012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3 日，由美国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

文科院系 45 位教授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了南京大学。本次访问活动是继今年 3 月

21 日宾州州立大学校长 Rodney Erickson 教授访问南京大学并签订两校战略合作

协议之后举行的首次大型校际学术活动。 

本次来访的宾大学者涉及语言学、文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哲学、宗

教学、建筑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 12 个院系专业和学科门类，

他们分为语言与文学、历史学、哲学与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六个讨

论组，分别与南京大学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哲学系、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院

和商学院进行一对一的学术交流。交流形式包括学术会议、专题讨论、分组讨论、

学术演讲、学者个人交流、研究生座谈等多种方式，既丰富多彩，又广泛深入，

南大师生的扎实学风和宽阔视野让宾大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南京大学-布朗大学“中国性别研究”国际会议 

2012 年 6 月 9 日上午，高研院举行南京大学与布朗大学合作项目—“性别

与人文研究中心”成立典礼暨“中国性别研究”国际会议开幕式。何成洲教授主

持了成立典礼和大会开幕式，南京大学副校长杨忠教授、美国布朗大学 Pembroke

中心主任 Kay Warren 教授、高研院院长周宪教授、布朗大学王玲珍教授先后做

嘉宾发言，并为“性别与人文研究中心”揭牌。在随后举行的“中国性别研究”

的国际学术会议中，来自美国、加拿大、香港及国内多所大学的 30 多位学者就

“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与文化”、“跨性别，表演，身

体”及“市场时代下的性别议题”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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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现代性，社会科学和进化女性主义”工作坊 

2011 年 6 月 14 日，高研院特聘教授、美国布朗大学东亚研究系王玲珍教授

来院开设主题为“殖民现代性，社会科学和进化女性主义”的学术工作坊。本次

工作坊主要讨论美国莱斯大学 Tani Barlow 教授的著作《中国女性思想史中的妇

女问题》，并对殖民现代性、社会科学论和进化论等问题展开讨论。南京大学相

关专业的师生 28 人报名参加了此次工作坊。 

 

高研院 110 周年校庆系列学术活动精彩纷呈 

在 2012 年南京大学建校 110 周年校庆活动期间，高研院推出了包括名家演

讲（6 场）、学术沙龙（1 场）、学术工作坊（1 场）、国际学术会议（2 场）、学者

访谈（3 人）等在内的系列学术活动，邀请了包括日本名古屋大学水田洋教授、

美国莱斯大学 Tani Barlow 教授、布朗大学 Kay Warren 教授、匹兹堡大学 Louise 

Comfort 教授、凡萨学院刘皓明教授、弗吉尼亚大学 Michael Levenson 教授、东

芬兰大学 Helmi Järviluoma 教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William Beard 教授在内的

近十位知名学者来院讲学交流。高研院的系列学术活动为南京大学 110 周年校庆

活动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收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 

 

高研院代表参加国际人文社会科学联盟（CHCI）2012 年会 

    2012 年 6 月 12 日至 18 日，高研院院长助理陈蕴茜教授应邀参加在澳大利

亚悉尼和堪培拉举行的国际人文社会科学联盟（CHCI）2012 年会。本次会议邀

请了全球 60 多所知名高校和研究组织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代表与会。南

京大学高研院于 2008 年加入该组织并参加活动，是国内 早加入该组织的学术

机构。 

 

“周易与人生智慧”第六讲 

2012 年 6 月 17 日，江苏省政协主席、南京大学高研院名誉院长、南京大学

兼职教授张连珍女士在逸夫馆报告厅做主题为“谦豫两卦研读”的学术演讲，此

次演讲是她开设的“周易与人生智慧”系列讲座的第六讲。本次讲座由南京图书

馆馆长徐小跃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师生 200 多人聆听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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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研院何成洲教授应邀赴德讲学 

2012 年 6 月 18 日至 12 月底，高研院副院长、英语系何成洲教授应邀赴德

国柏林自由大学做为期半年的访学，并讲授与中国研究、性别研究、西方戏剧相

关的课程。 

 

南大高研院与台湾大学高研院的互访 

    根据南大高研院与台大高研院 2006 年签订的两院合作协议，今年 6 月至 8

月间，台湾大学中文系唐格里教授、蔡振丰教授将来我院做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

学。8 月上旬至 9 月上旬，我校中文系周计武副教授、文化艺术中心李健副教授

将赴台大做为期一个月的短期访学。自 2006 年以来，我院与台大高研院始终保

持密切的学术联系和人员互访，目前双方互访学者已有 20 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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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讲坛】 

 

欧美表演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与霸权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雷内特·亨特（Lynette Hunter） 

 

西方批判性思维的一个主要源泉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思想家们认

为，自由的社会契约国家是以不需言明地接受特权、权利和责任为基础的。众多

提出这一主张的思想家中，马克思和弗洛伊德较为有名。他们理论的中心思想如

下：1、意识形态为民族国家的“精神”，权力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2、

意识形态允许国民对其进行表征；3、表征是确定的，即凭借理性主义逻辑和自

主个体的孤立，同义重复的普遍性实现自主合法化；4、国民是国家的公民，拥

有稳定、必要的身份。 

众所周知，这一主张引导许多思想家提出解释非国民（即不对意识形态进行

表征的人们）的理论。比如，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力，弗洛伊德提出潜意识和无

意识场域，拉康受弗洛伊德启发，提出想象界是被表征拒绝的经历领域，导致焦

虑症、神经衰弱和精神病（弗洛伊德术语），象征界则是表征活跃的区域。对于

拉康来说，艺术是那些在象征界工作的人们（主要是男性）成功地从想象界重新

获得要素并越界地对其进行表征的成果。在这个简化说法中，因为妇女在象征界

表现不佳（实则是数世纪以来男性权力作用的结果），她们不能成为艺术家。 

存在主义是对这一主张做出回应的一种声音。早期存在主义认为离开想象界

实则进入一个先于（如果不是否定）表征身份的深渊。它的逻辑是正确的，但“离

开”象征界是种男性特权。葛兰西（Gramsci）认为，工人阶级永久处在非象征

界的阴影区域，象征界/市民社会确实依赖这一区域。弗朗茨·法农（Franz Fanon）

认为，现代西方国家走得过远，消除了黑人被看做象征界的公民或者鬼魂的可能

性，换言之，根本不能视他们为人类。 

女性主义以多种方式回应了这一意识形态结构，有时声言妇女（比如女权运

动者）应获得市民身份、进入象征界，不断要求评估妇女在想象界所做工作的价

值，拒绝“歇斯底里”的标签。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指涉母性

空间（Chora），实则提出一个重要场所，它完全不属于想象界，而是跳出整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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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划出一块地方，妇女得以总体评价其生活和生命。这一观点同样对即将讨论

的概念体系“情境认知”极为关键。 

尽管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巴黎拱廊街》（Arcades），麦克

卢汉（McLuhan）和从事新闻业的早期的罗兰·巴特的著作极为重要，但鲜有表

演研究来解析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然而，许多研究（诸如布莱希特的研究）

基于对决定论结构、表征本质的批判和各种表演环境（包括升华的日常行动，表

演艺术的审美和文化活动以及社会政治事务的行动主义表演）中自由意识形态的

隐含意义。 

20 世纪中期出现了质疑自由社会契约的假设的自明本质的热潮。作为方法

论的结构主义对这些发展极为关键，选举权也是如此：西方民族国家越来越多人

获得选举机会，之前排斥在外的（诸如工人阶级）群体要求获得政治、社会和文

化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一进程，因为西方许多民族国家为退伍军人、

甚至工人阶级退伍军人提供了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这些开始学习知识和真理的

群体与几百年前享有这一特权的精英们的背景截然不同。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西蒙·波伏娃（Simone deBeauvoir）、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依然

主要还是男人）等人，对自由人本主义进行了深刻、严谨且令人信服的批判。 

1968 年，选举权彻底改变特权体系的幻想破灭了，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制度国家机器”（Institutional State Apparatuses）一文中，清晰地概

括了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诸多方面，启发许多学者把对自由民族国家的批判并入话

语研究。始于二战后的这场话语革命，与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同时发生，

这一转变通常以 1973 年的石油危机为标志。新自由国家没有“接受”社会契约

的假设，留有余地容忍差异，但是确实相信这些假设是准确的。在这个意义上，

它类似于这一时期在世界很多地方出现的原教旨主义。 

话语研究对新自由特权、权利和责任进行了必要、自觉的批判，因此，开启

了思考社会政治权力即霸权的不同方式。霸权主义权力理论的中心思想是：1、

权力基于一个霸权群体，即获得权力的一小群个体；、2 霸权运用话语方式与个

人发生交互作用；3、话语在特定空间和时间得以实现，因此，霸权假设在相关

语境中不断接受再协商，产生众多“共性”；4、个人的主体性拥有的权力与他们

在霸权假设中已经做出的妥协的程度成正比。 

表演研究话语理论 为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对主体性的探讨。另一重要研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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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为时间和空间，参见列菲伏尔（Lefebvre）、布迪厄（Bourdieu）和马西（Massey）。

起初，许多评论家阐述了如何“建构”主体性的想法，广泛讨论“欲望”与霸权

话语的关系。个体意识到自己的需求，但因这些需求被多个霸权假定（即体系内

的“总是已经”）左右，不可能实现。欲望被实现的那一刻，它就不再是欲望，

成为话语的一部分。许多思想界怀疑只有当话语希望它实现，欲望才能得以实现，

这一质疑位在文化的中心。如果艺术是从想象界重新获得一些要素并将其置于象

征界，那么文化游于欲望和话语力量之间，不是任何人的领地。 

但是，德里达、后期的福柯、纳西（Nancy）和巴迪乌（Badiou）等哲学家

以及许多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思想家在其著作中提出一些想法，表明个人的主体性

不完全由意识形态表征决定。用朱迪丝·巴特勒的术语，它是被“构造”

（constituted）的。主体性可改变霸权假定，但主要通过违背或者超越这些假设。

根据全球-国家机器（Global-State Apparatuses）（GSAs 支持全球经济的国家机构

和全球公司之间的关系）把主体性重新构筑成小众消费者和大众市场，话语权力

和改变霸权的个人权力的组合中涉及到的妥协更为明显[参见乌玛·纳拉扬（Uma 

Narayan）]。这种困境使得巴赫金的“一个人的对白曾是另一个人的独语”的洞

见不再有效。表演研究大量分析聚焦于表演、霸权国家和全球/国际权力之间的

关系。[参见詹尼尔·雷内尔特（Janelle Reinelt）、伊莱恩·阿斯顿（Elaine Aston）、

W. B. 沃桑（W. B. Worthen）、巴兹·克肖（Baz Kershaw）、吉尔·杜兰（Jill Dolan）、

马克辛·克莱格（Maxine Craig）]。与此同时，性别研究对关心主体性的表演研

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参见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丽贝卡·施耐德

（Rebecca Schneider）、朱迪丝/杰克·哈尔贝斯塔姆 （Judith/Jack Halberstam）、

大卫·洛曼（David Romàn）]。 

拉克劳（LaClau）和墨菲（Mouffe）有关霸权的著作对这些关系做了概述性

陈述，同时提出“说出”（articulation）的想法从霸权结构外部思考个体变化。这

一理论对霸权边缘的人或者个体生活的要素加以概念化，寻求被“说出”进入文

化、具有潜在破坏性的另类想法。“说出”是处理人们能在话语外部想象某种定

位的需求的一种方式，这一话语不会危及行动并完全在霸权基础上构造这一位

置，比如德里达、德勒兹（Deleuze）和加塔利（Guattari）暗指的“别处”（elsewhere），

列维纳斯（Levinas）暗指的“除此之外”（otherwise）。很多关于“第三空间”的

讨论，既不涉及主体性，也不涉及话语。更为消极的是，提及“边缘群体”或“不

幸”群体变得颇为流行，但尚未明确这些命名其实是那些认为自己格格不入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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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人们构造出来的，换言之，从受到重视的生活方式中创造出受害者。 

    霸权外部或霸权边缘的生命进入文化，“说出”概念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哲学领域得到发展。正是在这个时候，西方的表演艺术正在探索多种基于

身体的表演，资本密集的剧院和舞蹈通常不期盼这种表演。卡洛琳·史尼曼

（Carolee Schneeman）在《肉欢》（Meat Joy，1964）和电影《保险丝》（Fuses，

1965）中的表演，是女人把身体概念带入文化的早期美国实例，因其前卫，当时

被解读为具有破坏性。同样，小野洋子（Yoko Ono）在《切片》（Cut Piece，1964）

中的表现，瓦利·爱库斯伯特（VALIE EXPORT）的《点击和触摸》（Tapp- und 

Tast-Kino，1968），马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的《托马斯的

嘴唇》（Lips of Thomas，1975）令人不安，而非直接超过社会接受度。贾德森教

会舞蹈团（Judson Church dance group）和伊冯·蕾娜（Yvonne Rainer）对动作

的探究为思考时空的不同方式，如《表演者的生活》（Lives of Performers，1972），

根本改变了舞蹈编排和舞蹈阳性结构。米莉尔姆·尤可勒斯（Miriam Ukeles）基

于 1972 年的妇女房子工程（the Womenhouse Project）提出的“维持艺术”

（Maintenance Art），玛丽·凯莉（Mary Kelly）的《产后文件》（Post-Partum 

Document，1973）和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的《厨房符号学》（Semiotics 

of the Kitchen，1975）不仅质疑妇女家庭生活的霸权思想，而且对其价值提出不

同洞见。与一系列更厚重、更复杂的女性主义表演实践相比，这些实例为粗浅的

实践。 

这些要求进入文化的女性主义表演艺术的新模式完全不同于西方早期合法

化的艺术形式，比如商业剧院和芭蕾，主要差异在于对过程的关注。即便《表演

者的生活》（Lives of Performers）这样可论证为“终端产品”的录像，关注构成

表演基础的排演过程。表演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在西方出现，人类学和人种学著

作中[参见理查德·谢克纳 Richard Schechner]的这一早期批评不仅关注霸权边界

的“阀限”区域，而且关注表演实践和表演过程[参见莫伊拉·罗斯 Moira Roth]，

不足为奇。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南京大学高研院演讲“欧美表演研究与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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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诗性无意识？ 

 

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  顾明栋 

 

不同民族和文化传统的人们都有创作诗歌的动力和欣赏诗歌的能力，即使是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也能理解和欣赏以另一种语言创作、后被翻译成自己母语

的诗歌。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得人们能够理解和欣赏在不同文化背景

下产生出来、并以不同于自己母语的外国语言而创作的诗歌的呢？换言之，什么

是人类诗歌共通之源呢？对此问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但我认为，也许有

一个终结的答案，它既能解释创作诗歌的动力，也是理解和欣赏诗歌的根源。这

种超越人种、民族、文化和语言障碍的终极答案与人类的 深层的心理结构有关，

它植根于人类的无意识。但它既不完全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也不完全等同

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而是一种基于人类在产生语言之前的前语言心理表现能力

和理解能力，我将其称为“诗性无意识”（Poetic Unconscious）。 

什么是诗性无意识？它显然与无意识紧密相关。弗洛伊德把无意识描绘成 

“黑暗的大陆”，或者是深藏不露的“地下室”，或者是“沸腾的大锅”，充满了

各种被压制的欲望和本能。劳伦斯(D. H. Lawrence) 对此大加鞑伐，反其道而提

出，无意识不是被压制的乱伦欲望的地牢，而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这种创

造力的源泉自然也是诗歌和一切艺术的源泉。时之今日，学者们一般已抛弃了“无

意识作为本我(the Id)的所在地”这样一种机械的观点，代之以一种动态的概念：

无意识是“一种抽象，是大脑中不可见的地方，或者是一种不可见的、在意识之

外而流动的能量系统。”荣格(Carl Jung)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基础之上把无意

识分成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个人无意识是个体在生活中积累的记忆和印象

(Imagos)。集体无意识给这些记忆和印象提供以原型为核心的结构性法则。列维-

斯特劳斯发表了与荣格相似的观点，不同之处是，他分别使用的是“前意识”和

“无意识”。无论是荣格的概念还是列维-斯特劳斯的概念，两种意识的互动构

成了一种特殊的类似于话语的叙事实体，个人无意识提供的是内容的细节，集体

无意识提供的是叙事的结构，个体在生活中积累的的记忆和印象只有在经过无意

识的原型的构建以后才能产生价值和意义。 

法国著名精神分析理论家拉康(Jacques Lacan)进一步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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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的象征模式转变为语言学的话语模式，他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精神分

析的经验在无意识中发现的完全是语言的结构。”他把这一观点发展成一种全新

的无意识理论，该理论一言以蔽之：“无意识的结构就象语言一样。”美国著名心

理学家詹姆斯·西尔曼（James Hillman)也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类大脑的基

础是诗性的。综合弗洛伊德、荣格、拉康和西尔曼等思想家的观点，我认为，无

意识和诗性无意识一体同源，但表现形式不一样。无意识的表现形式是本能欲望

的产生和寻求满足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生理和心理现象，而诗性无意识则是本能

欲望在寻求满足的过程中由于受到超我的压制而出现升华，并通过语言形式转换

成可以感知的诗意表现。在无意识和诗性无意识之间存在着表达的沟壑，从弗洛

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到笔者所说的诗性无意识的转换需要语言理论的媒介，特别是

索绪尔和雅可布森的语言学理论。拉康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和索绪尔的语言

学理论相结合，完成了使无意识从象征模式到语言模式的转换。我试图完成无意

识向诗性无意识的转换，为建立跨文化的诗学奠定一块基石。  

我的核心观点是：诗性无意识是一种以记忆和意象为词语总汇、以无意识的

运行规则为语法、在人类的语言产生之前的原始语言，其原型和工作原理仍然存

在于现代人的梦境之中，并有遗迹反映在古老的语言如古代汉语和以古汉语创作

的中国古诗之中，在现代派和后现代的诗歌中也有表现。由于它仍然遵守的是前

语言的表意法则，因而可以说是人类通用的语言。这种语言有着不为种族、语言、

文化、传统所限制的意指法则和表意原理，因而可以说是一种超文化的普遍诗学。 

维科(Vico)说过，语言的发展跟随表达能力的发展。同时他觉得，越是具有

清晰表达力的语言越是缺乏诗意：“神的语言几近无声，只有微弱的表达力；英

雄的语言是无声与表达的均衡融合；人类的语言几乎是全面的表达，与无声的状

态几乎无缘。”维科所说的神显然不是神学意义的神明，而是柏拉图所说的使得

诗人迷狂的艺术之神。神的语言为何无声？因为它是人类形成现代意义所说的语

言之前的语言。在维科列举的三种语言中，人类的语言就是日常的普通话语；英

雄的语言是诗人的语言；神的语言是诗人内心无以言表的激情，亦即所谓创作冲

动，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神性迷狂”(divine madness)之源。它存在于无意识领

域，实际上就是无意识的表达方式，其表达机制的结构系统就是无意识的语言。

无意识的语言是诗性无意识的表达机制，对无意识的语言的探索也许可以为我们

提供了解诗性无意识的启示。 

柏拉图说，诗人情不自禁地挥毫作诗是因为神灵附体而陷入一种迷狂。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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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很有诗意，但在无神论的理性思考中显然没有多少说服力，后人转而代之以

由无意识驱动的创作动因。那么，无意识的创作动因是如何产生的呢？海德格尔

有一句名言：“语言是存在之家。”这句名言说明了语言对主体存在和社会存在的

决定意义。拉康则更进一步声称，语言不仅先于主体存在并决定了主体思维发展

的走向，而且使主体从一出生起就沦为语言的奴隶。沿著这一思路，拉康挑战笛

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认为情况刚好相反：“我思故我

不在” (I think where I am not)，并提出截然相反的论断：“我不思故我在” (I am 

where I do not think)。拉康的论断代表了从海德格尔到福科以降的后结构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的一个核心论点：主体是话语构建的结果，支配人们思考的

不是主体，而是语言，换句简明易懂的话说，不是人用语言思考，而是是语言在

替人思考。虽然有人把这种贬低主体作用的理论视为“反人文主义”也许言过其

实，但把主体视为语言的奴隶和思维的玩偶也有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诚如诺

曼·霍兰德(Norman Holland)所言，无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如何

把语言的作用夸大， 终无法消解主体在思考和表达方面的主导作用，控制思维

的决定因素是自我，而不是语言。但拉康的新海德格尔主义却可以说明诗歌无意

识如何产生创作灵感并驱动创作活动，解释柏拉图的神灵附体说。驱使诗人情不

自禁创作的不是什么缪斯，而是外部世界刺激了主体，引发了诗歌无意识中表现

机制的一系列以话语为媒介的心理活动，包括自由联想和能指在意指链上的不断

滑动，以寻找实现欲望的对象。  

诗歌无意识有什么特征呢？释梦、艺术和汉字的构成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达尔文曾经引用让·保罗(Jean Paul)的一句话，“梦是无意识的诗歌。”我对汉诗

与英美现代诗歌的比较研究而获得的洞见似乎可以颠倒这一说法：“诗歌是有意

识的梦”。在我看来，诗歌，尤其现代派及后现代诗歌是有意识的梦。换句话说，

诗歌是诗人有意识地使用了无意识语言的表达。著名心理学家罗伊克罗夫特

（Charles Roycroft）曾指出：“关于梦的临床证据以及诗歌想象力的文学证据告

诉我们，梦境及诗歌中看似新异的形象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源于外在物体产生的

支离破碎的映像以及对这些映像的重组。”英美现代派作品在诗歌中所使用的原

材料和梦境中的细节如出一辙。无论对梦境进行肢解或将实物重组为梦境，还是

现代派诗人将人类的生活分解为片段并产生新的形象，其方法大致相同。弗洛伊

德称这一过程为“凝缩”，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称之为“第二想象”，

“通过溶解、扩散、消散以便于再造”。汉语诗歌如此，庞德、艾略特、威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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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他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也如此。庞德的《诗章》以及艾略特的《荒原》便是

精湛的例子。 

虽然弗洛伊德认为梦的语言与人类语言的表达紧密相连，但他和其他许多思

想家们一样认为，不同语言的梦遵循的是不同的语言法则：“确实，梦与语言表

达是如此紧密相关，弗兰茨真的说过，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梦语。一般说来，

没有可能把梦翻译成一种外语。”如此一来，梦的机制和运行怎样才能帮助我们

了解无意识的语言，这是我想探讨的关键之处。虽然我们承认，“梦是无意识的

诗歌”，但诗歌却是有意识的梦，以有心而为的诗歌之创作规律为指导去探索无

意识之梦，可以深入了解诗歌无意识的规律。 

众所周知，梦者并非用我们日常话语将自己的幻想呈现给别人，而是通过非

话语的各种意象表达意义。梦的语言不是使用文字，而是使用视觉的和听觉的形

象，这点刚好与无意识的运作方式相似。由于无意识语言并不遵循日常用语的句

法规则，梦者只能创造意象碎片并使这些意象在时空上相互关联。因此，梦境更

接近流动的图片（类似电影）而非文本。英美现代派诗人或许从汉诗视觉性及汉

诗编排中获得创作灵感，但本质上，他们回应了现代社会的呼声。20 世纪之交，

随着《梦的解析》这一巨著的发行，弗洛伊德将其无意识的发现公诸于世。在某

种意义上，英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现代诗人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念的回应。的确，

现代主义的诗歌特别强调文学的视觉效果。正如梦和现代派诗歌一样，诗歌无意

识的一个特征就是视觉表征，汉诗的视觉特征也是如此。 

诗歌无意识的视觉特征与汉诗的视觉特征相吻合，但视觉性并非汉诗的唯一

特性。作为一种文字艺术形式，它只具备时间艺术的特质。通过整合时空艺术的

典型特征，汉诗成为电影及电视发明前的一种多媒体艺术。费诺罗萨充分总结了

汉诗的优点，“汉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融合时空两种艺术元素。同时有着绘画的

生动性以及声音的流动性。某种意义上，汉诗又比两种艺术更为客观，更为生动。”

汉诗在表达方式上更接近于电影。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电影成为捕捉现代社会

精神和 •节奏的 有效媒介。谢尔盖 爱森斯坦声称自己在研究了汉字以后才萌生

灵感发明了电影蒙太奇技术，这也并不是偶然。 正是汉字及汉诗的多媒介性激

发了现代派诗人的遐想。虽然诗歌不敌其他多媒体艺术，但是，现代主义者仍竭

尽全力追求多媒体效果。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接近梦境或者多媒体艺术，

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诗歌的表征形式和梦的运行机制极为相似。 

现代之前，也许使用语言、音乐和表演的戏剧可能是唯一可以称得上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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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艺术。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还有一种无意识的多媒体形式，即梦。我冒

昧地指出，梦是所有艺术形式——诗歌、小说、音乐等时间艺术，或油画、舞蹈、

雕塑、摄影等空间艺术以及戏剧及电影等多媒体艺术——的原型。实际上，创造

性来源于梦幻，如莎士比亚、布莱克、叶芝、王尔德、瓦列里和瓦格纳等创造性

的作家，尼采、弗洛伊德、荣格、卡西尔与拉康等思想家，弗莱、巴比特、兰塞

姆、特利凌和雅各布森等批评家都认同梦幻和创造性的内在联系。尼采尤甚，他

写道，“对路克勒丢思来说，只有在梦境中才能看见的那些美轮美奂的神仙才会

向人类显现，伟大的雕塑家菲迪亚斯在梦中看见超凡入圣的绝妙身体。同样，如

果有人问古希腊诗人诗歌创作的玄妙所在，他们也会直指梦幻。”他极为欣赏理

查德·瓦格纳戏剧中的一句戏词，“我们所阅读的所有诗歌都是真实的梦的解析,”

他相信梦幻不仅仅是造型艺术，而且是众多诗歌创作的先决条件。现代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诗歌试图表达梦境或者多媒体艺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诗歌的表征形

式和梦的运行机制相似。电视和电影的流行不仅是视觉的回归，更是对所有艺术

本源的回归。  

    中国汉字的构成原则、中国古典诗歌中字词诗行的并置、现代主义的并置技

巧、表意方式、意象、客观对应物以及整体隐喻的关键之处在于空间感以及不同

元素之间的整体关系——这些是现代派意符作诗法(ideogrammic method)和其他

后现代主义诗歌语言的核心，也或多或少反映了诗歌无意识的特点。里克罗夫特

认为，这也是梦语解析的关键：“梦遵循象征准则，没有逻辑。议论性语言中，

每个句子自成一体，其固定而约定俗成的意群已经为人们接受，它们可以聚合形

成新的整体意义。和议论性语言不同，梦语由转瞬即逝的单个意象组成，其含义

源于这些意象在整个梦境中的相互关系。整体而言，整个结构就是梦者的整个思

想或存在。”由弗洛伊德开创的梦的解析经过其他心理分析学者的发展，为解读

不同语言的诗歌开辟了康庄大道。这是人文学者的循环解释圈，是社会科学家的

•阐释模式，或如诺曼 霍兰德(Norman Holland)所说，这是一种“整体分析” (holistic 

analysis)。 

    诗歌的终极本源是无意识的机制，列维－斯特劳斯深受心理分析和索绪尔结

构语言学影响、同时又对拉康产生巨大影响，他认为，无意识具有规范和建构功

能，能够依照自身规则组合情感、记忆和冲动等无言元素，而这些无言元素恰恰

是诗歌创作的原材料。无意识是个有着特殊功能的机制，即赋结构以及规则予发

乎外的诸如冲动、情感、表征和记忆等无言元素。因此，我们可以说记忆是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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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库，储存的是人生积累的词汇，可是，只有无意识依据自身规则组合这些词

汇并 终形成语言，这些词汇的意义才得以实现，成为人们所说的诗歌。德里达

赞同弗洛伊德的看法，认为构成梦境的词语不能被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因为，词

语的质地(materiality)正是翻译所要抛弃的，抛弃词语的质地是翻译的动力，但是，

一旦词语的质地被重新恢复，翻译就变成了诗歌。 

那么，词语的质地是什么呢？无意识的自身规律又是是什么呢？它同诗歌无

意识的关系怎样呢？拉康认为，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全篇讲的都是“话

语的字母”(letter of discourse)，而“话语的字母”就是索绪尔语言学所说的能指

（signifier)，梦的工作原则就是语言学的意指和表现结构。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

发现梦遵循的是能指的规律(laws of the signifier)。根据拉康重读弗洛伊德的释梦

理论得出的结论：诗歌无意识就是无意识通过梦的能指表达欲望的工作语言，简

言之，诗歌无意识就是无意识的语言。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南京大学高研院演讲“诗性无意识：跨文化诗学的一块理论基石”） 

 

 

 

阿兰·巴丢女性主义史学中的“事件” 

 

美国莱斯大学  Tani Barlow  施清婧 译 

 

1893 年 2 月 11 日，来自大阪的企业家，极具教养的、孟夫子式的人道主义

者，同时又是一位资本家的森下博（1860-1934）创办了森下南阳堂，将“神药

仁丹”引进中国，随后推向世界。森下博是一个政治进步主义者，他希望创制一

种高质量的滋补草药，积累资本，并且“通过广告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森下的

公司发动的广告攻势使其成功打进了南美、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阿比西尼亚

和乌干达。在同一时期，具有开拓性的泰罗主义工业家、文化革新家、广告界先

驱中山太一（1881-1956）在大阪附近创立了他的零售业网点，专营肥皂、卫生

产品还有其他进口的现代产品。 

和森下博一样，中山太一属于 早开拓中国大陆印刷广告业的大阪中型企业

則团体之一。中山是泰罗主义的早期推崇者，他的银行经理，鹿岛银行的星野幸

曾面见过弗雷德里克·泰罗，并且取得了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翻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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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的一个名叫上野的朋友正在大阪的公司里做效率学研究。当日本在其所谓

“亚洲帝国”（包括对满洲的伪统治）建立日元区后，中山太一作为右翼佛教宗

派的一份子，在沈阳、天津、上海，还有于 1910 年被割让给日本的现韩国釜山

等城市建立了泰罗制的化妆品和肥皂工厂。与中山太一的公司签约宣传的是 1901

年由前记者、大阪人光永星郎创立的株式会社电通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在中

国大陆购买各种广告空间，例如当地的英国、美国、中国和日本报纸，包括日本

《盛京时报》等。和 AMCO，卜内门，英美烟草，通用电气等国际公司一样，

这些大阪的公司也在亚洲将企业殖民化变得更加高效。 

企业化和商品销售是现代女性事件的背景。我今天的演讲将通过突出现代广

告业中辩证意象的内在性来说明为何女性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范畴或是自然

事实，并由此对当今女性主义历史进行评价。我用到的证据多数是广告印刷品，

之所以大量使用此种材料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历史事件内存于作为辩证意象的

印刷品之中并有助于女性主义历史学家从困境中抽身。这次演讲中我会通过对阿

伦特式女性主义否定历史性的批判来达成对阿兰·巴丢（Alain Badiou）“事件”

哲学的女性主义批判。这一有据可考的论断会展示在一个日本主导的政治世界里

所发生的女性历史事件背后的要素。对此的解读将有以下部分组成：第一，在“多”

中（即巴丢意义上的“集合”或“语境”）历史事件有可能会爆发，而在历史-

政治系统里极多的广告印刷品呈现出的“多”的例子中，历史事件的确爆发了。

女性的真相浮出水面，因为商业艺术的规定，也因为在新的商品世界里几乎同一

时间出现了主体性宣言即“我是一个女人”。第二，大类广告是商业艺术的一种

形式，它有自身的特定流程或真相，并且是一种“创新”。从历史角度看，商业

艺术是一种实在性；当广告人员计算，社会学家把想法概念化，而艺术家创造有

意义的商业艺术时它就得到了确定。第三，不管通过多少范畴区别女性（如人种、

国别、性、结构意义、社会性别、种族等），在世纪之交的商业艺术中所描绘的

女性主体是一个普适的里程碑，是组成现代性的元素之一。第四，通过对细微事

物的分析我得以从非女性主义历史学的角度批评巴丢哲学。阿兰·巴丢的哲学虽

基于历史事件，但却回避了女性将明确的历史主体普遍具体化可能性。如此看来，

巴丢哲学怎能宣称自己的普适性？ 

自巴丢开始思考事件和本体论，“历史问题”就挥之不去。他曾直截了当地

在两方面提出历史问题。第一，他质疑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目的论，尽管我们中

很少有人依赖阶段理论，马克思主义，或是发展主义。第二，巴丢以一种比较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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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的方式假设了多种建立“共存”历史关系的方式，或是“历史-社会形势的状

况”，（历史的）事件点和本体论。尽管这些论断并非完美，事件化的女性会解决

琼·斯科特（Joan Scott）的核心女性主义史学难题，即女性，和无产阶级或青年

一样都是“主体”而非自然事实。巴丢非常清楚，这个问题是“主体性……不承

认历史性”的问题。而要将历史性引入他的理论体系，他必须打开一个“数学本

体论之外领域”的公理。巴丢的做法是通过哲学推论。而他对我的价值则在于他

对历史问题以及广告印刷品无可争辩的历史力量并未有充分回应。为什么呢？下

面我会通过对中日商业广告艺术来证明女性事件是无可争辩的，并不是因为我为

证明而证明，而是因为大量证据证明现代环境中已经充斥着它的存在。这就是我

所说的存在时间非常短暂的广告印刷品。 

巴丢对于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第一个有用之处是“包含大于属于”，意即一个

集合包含的元素大于属于该集合的元素，更通俗地讲，该集合里被“承认”或“审

定”为主体的元素多于不可察觉的或不可具体化的元素。在另一篇更长的研究里，

在提出这一论断时我对朱迪斯·巴特勒的表演性性别呈现模式持强烈批判的态

度，因为正如欧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所指出的，巴特勒的理论建立

在一种理想形式上，即“社会”，而没有从现代社会科学的真相方面接受女性事

件的不可分割性。因此，为了承认新的、历史的、事件的可能性，巴丢提出了“总

有一些约数虽然是‘多’这样的情境的组成部分，但是不能被计算为他的项，所

以就是不存在的。”因为人是哺乳动物，所以在人类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有

性征上可行的，解剖学意义上可实现的女性在场，但是这就大大超出了能得到承

认的女性特质。 

让我们以美国十九世纪早期南方奴隶劳动和种植园生活为例。在这里，并不

是说有黑奴妇女存在的空集；她们在场，但是她们很难被计入考虑，因为一般人

们只会考虑白种、奴隶主、来自自由家庭的女性，而奴隶，一个因子或未被代表

的群体，是“女性”这个集合的一部分，但是并不属于这个集合。巴丢让我们考

虑在此事件性条件中的三个种类，即常态，剩余和单一。在他的理论中，常态是

指在场的或内在的，因此是得以再现或计入考虑的。在上面关于美国南北战争前

种植园生活的故事里，常态就是白人、奴隶主女性，她们即是内在的又是被计入

考虑的女性。剩余指类似《乱世佳人》里黑人保姆妈咪的类型，她们在小说或是

谣言中得到再现，但是不在场，或用巴丢的术语来说在被计入考虑的“女性”或

“奴隶”在场的情境中不在场。这类剩余形象是想象、虚构的。 后一种是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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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可能就是黑人反奴隶制活动人士，女权倡导者索杰纳·特

鲁斯（Sojourner Truth），从对情境的内在性来说她的确在场和存在，但是在当时

情境下或是在巴丢所说的情形的状态下她又不会被计入考虑，她作为女性的再现

是有争议的，而她的著名演讲“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巴丢的第二个有意义的行动是指出许多马克思主义事件都是通过范畴来分

析的——无产阶级，“女性”，小资产阶级，“同性恋者”等等，因为“国家的要

素在于不必承认个人。”即使是工人阶级或优秀女性品质的文化构成都不能逃脱

国家范畴。所以对巴丢和本雅明，还有我来说，下一个史学问题就是内在性：什

么样的内在性会导致变化或事件发生？这里巴丢的回答具有双重意义：一个新真

相，新认识，如果之前未被计入考虑的新近得到描绘表达，那么集体或团体是具

有事件性的；这就是他所说的“长期的不可识辨性的曝光，这既不是一个已知的

或得到认可的多，或不可言喻的单一性，而是在多的状态下保留了有问题的集体

的所有普通特征。”这新的主体、集体或团体也必须宣称自己臣属于一个内在性

的名字之下，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忠诚分子可以宣称它愈发可辨识，越发鲜明，

越发真实。 

巴丢第三个有用之处在于他关于历史性是非常态的论断：它是不正常的，不

自然的，因此是少见的。巴丢说，“我要将‘历史性的’称为与自然相对的东西。”

作为对历史学家、哲学家科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的回应，历史性是

由“不可分解的术语”组成，除了历史性之外不可能是其他生物的，生理的，精

神病学之外的意义。一个事件点根据定义必须完全摆脱自然的绝对论，因为它是

一个点。所以，有性别的主体不可能是一个标准的主体，正如有性别的主体女性

不可能是自然主体或可分割成一半公共一半私人的主体。女性的历史性和其他历

史现象一样，是非自然，非正常，非在场的。 

后一点可能会弥补女性主义史学研究中的事件性。琼·斯科特（Joan Scott），

沃尔特·拉奎尔（Walter Lacquer），卡罗尔·万斯（Carole Vance），丹尼斯·莱

利（Denise Riley）等人曾批评某种将“范畴女性”与解剖学差异相匹配的讽刺。

只有当我们退出文化和自然的辩证法，抛弃有关真实、再现、可译性和差异的问

题，转而采取女性事件本体上深存于集合（集合论）中的视角，我们才能进入女

性作为范畴不被计入考虑的情形中。哲学家的巴丢打开了一个具有解放性的唯名

论。 

美国文学历史学家乔纳森·埃尔默（Jonathan Elmer）曾在他的《Babo’s Raz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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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提到，对巴丢来说，“不可识辨性是任何值得关注的事件的必要特点，即，

某事具有历史意义的而非仅仅是自然的，仅仅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的。”埃尔默

引用了巴丢早期的著作《圣保罗：普世主义的基础》来证明对巴丢来说“能组成

真理的只有那些支持真理本身的秩序的断裂，不是作为那种秩序的效果。”我相

信我已经提到过相似的意思了。 

商业化少女偶像并非时代的效果。它们的内容，图像意义，人类生活的理论，

社会历史及其对品牌商品与少女同生状态的关注撕裂了在旧秩序中神圣的一切。

一个问题得以解决。这个在世纪之交和战争年代里非常难以识别地在艺术中出现

的就是女性事件，它向创造性命名敞开，内在性的命名，持久的命名，持久的回

忆，即便在命名中充满了误解，但就是这种误解通过不可辨识性承认了事件的存

在。埃尔默对此简洁地描述道：“巴丢所说的‘事件’就是一个永远饱和的差异

区和一个必须取代这种差异的真理之间的关键。这个事件永远需要新的阐释性的

介入和创造性的命名，并且是差异普世主义和真理之间斗争的支点。”女性事件

确认了一个需要女性主义历史去更新的真理。 

关于这个观点有个难以忘怀的画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位女性广告代理人坐在

一堆通用电气公司的电气广告草稿里，一个历史学家可能会将这个形象描述成一

个展现了“西方”再现秩序的纹心结构。对我来说确实截然相反。从历史上来看

少女偶像是上海摩登女郎的雏形，是社会定义的，自我关注的，解放了的商品女

郎。这里四边体的严格对称，灯泡里射出的灯光凸显了大家所熟知的通用 GE 商

标，耀眼的白光灯下是女性职业者在工作椅旁。这个文明形象与美国公司品牌之

间的联系并不只在于形象艺术，而进一步将欧洲艺术的高贵性与电气本身的平民

性联系在一起。 文明的广告家掌控着商业帝国主义者的叙事。下面来比较一下

这幅画在上海中国商务广告公司的广告。画得很漂亮，但是不那么成熟。不仅产

品自身呈现不明，而且对女性形象的运用不能说服我们她和该出售商品是一体

的。她在推销广告空间以及空间对现代的商务广告的重要性；在此指的就是上海

中国商务广告公司。我们来看下这幅广告里女孩子的服装，毫无表情的脸，糟糕

的手牌以及腰部莫名其妙的商务广告字眼。再比较下通用电气公司的那幅广告。

两幅广告都包含了将现代女性气质和现代的、政治上进步的广告姿态之间的联

系，但是它们的相似性也就到此为止了。 

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历史学家所说的“时代划分”讨论中，巴

丢认为当一个历史学家“把任何具有该时代特征的事物例如‘法国大革命’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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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事件”那么一个逻辑的灾难就会发生。因为这种考查方式不仅是无穷尽的，而

且错误地认为“因果关系”和在建立事件真相中居于中间地位的政治关联并存。

历史学家普遍同意一个简单的目录决不是历史。但是对巴丢来说“政治关联”决

定了历史性，正如泽莱里认为历史性束缚了人类能动性。对泽莱里的政治理论和

实践来说这些异常狭窄的历史观超越了无以为继的历史决定论。我已经指出，女

性事件点是一个广泛的，内在的，旧秩序的断裂——在偶像的，生物化的，商品

化的，拜物的，扮演世界性角色的，政治进步的，通过普通社会学理论化的，偶

像崇拜和服装方面开放性自我命名的，等等，这种断裂以一种特殊形式在商业艺

术，卡通广告中出现，这样女性事件成了伴随社会科学教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生产

共同出现的现代性基础。主体性的女性事件被非常轻易地记录了下来。 

（本文节选自作者 2012 年 6 月参加南京大学“中国性别研究”学术会议的发言） 

 

 

 

“張力”的學術 

張伯偉 

 

台灣大學行政大樓前的草坪上豎着一口著名的“傅鍾”，那是為紀念傅斯年

校長而鑄造的。同樣著名的是，每次鐘聲響起，總是固定的二十一響。這是因為

傅斯年說過一句著名的話：“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

這話真可謂“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杜甫《遊龍門奉先寺》）。我雖然做不

到每天沉思三小時，但年來每周總盡量擠出兩個上午的時間用於思考。有時會把

思考的結果用一個詞來概括，“張力”就是其中之一。 

有幸受邀參加北京大學中文系和高等人文研究院聯辦的“林文月工作坊”，

能够恭聆集研究、翻譯、創作於一身的林文月教授的演講，首先躍入我腦海中的

一個詞就是“張力”。我的發言也就以“張力”為核心，談一些個人的粗淺體會。 

“張力”一詞來自於英文的 tension，據新批評家艾倫·泰特（Allen Tate）

的說法，這是將邏輯術語“外延”（extension）和“內涵”（intension）的前綴刪

去，就形成了“張力”（tension）這個術語（參見 M.H.艾布拉姆斯《文學術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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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這是一個在文學批評中運用廣泛的術語，指的是“互補物、相反物和對立

物之間的衝突或摩擦”，“凡是存在著對立而又相互聯繫的力量、衝突或意義的地

方，都存在著張力”（R. 褔勒《現代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詞典》）。 “張力”不僅

可以作為考察文學作品的標準之一（優劣與大小成正比），也在其它領域中得到

普遍應用。我想要說的，就是學術研究中“張力”的運用並期待形成一個“張力”

的學術。 

林文月教授是集研究、翻譯和創作（文學與繪畫）於一身的“三棲學者”，

這三個方面是有不同指向的，其中也必然存在著“張力”。我沒有能力全面準確

地對此作出評價，但以我的粗淺認識，林教授的工作在這三者之間保持了“必要

的張力”（necessary tension）。我這次特别帶來了她的《中古文學論叢》、《伊

勢物語》（翻譯、注釋、插圖）和《京都一年》作為代表。林教授有一篇大作給

我留下深刻印象，即《洛陽伽藍記的冷筆與熱筆》。《洛陽伽藍記》是北魏楊衒之

的一部名著，民國以來，研究者眾多。撇開極其簡略的周延年萬潔齋自刊本（1937

年）不談，如范祥雍《校注》、周祖謨《校釋》、徐高阮《重刊》及楊勇《校箋》

本，都是學術界人所熟知者。大概不為人知的是先師繞谿管雄先生的《洛陽伽藍

記疏證》五卷，其成書時間卻在范、周之前。《洛陽伽藍記》一書，若要作性質

歸類，可以分别為歷史、地理、宗教和文學，但又很難歸於其中的任何一類。這

種現象本身，也昭示了此書是充滿了“張力”的統一。作者以洛陽寺廟的興廢為

線索，透過空間和時間的不同維度，寄託了自己的感慨。林教授認為，正因為這

部書的特殊性，故作者用筆乃有冷熱之别，其最後結論是： 

 

冷筆以寫空間，故條理井然，是《洛陽伽藍記》極具研究價值處；熱

筆以寫時間，是楊衒之有别於後世修史之枯淡處，冷熱交織，遂令這部稀

世珍貴的奇書呈現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 

 

好一個“冷熱交織”，真是把楊衒之富有“張力”的筆調作了極好的發掘呈現。

但作為學者的林教授能够對這樣的筆調有所會心，我想這或許有得於作為作家的

林先生自身的創作經驗。這篇大作就是在學者與作家之間的“張力”的結晶。 

就翻譯來說，最能代表林教授的應該是《源氏物語》，我今天只能挑選篇幅

較小的《伊勢物語》來談。這是一部譯著，但書中的插圖都出自林教授之筆，頗

有“大和繪”的味道，所以也含有創作，而其注釋更顯示了學者的素養。比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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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段“武藏鐙”男子與女子的和歌贈答，注釋便寫到：“此類詩歌獻酬，為平

安時代男女所習用，與我國漢代秦嘉、徐淑夫婦詩歌往來之情況近似。”又如第

十六段“紀有常”中一首和歌的注釋，針對究竟是“十四年”還是“四十年”指

出：“此則與陶潛詩‘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另有作‘一去十三年’巧似。”

再如第二十二段“千夜雖如一言談，猶恨鷄鳴兮情未饜”句注釋云：“以鷄鳴報

曉，愛侶不得不暫離臥榻之故。此意象自古不分東西，每常於文學作品中出現。”

隨後歷舉同書第十四段、《和泉式部日記》第六段、莎士比亞名劇《羅蜜歐與朱

麗葉》片段以及《詩經·齊風·鷄鳴》等例。凡此皆提示了比較文學的好素材，

是作為學者的林教授在從事譯者工作時的自然流露。因此這樣一部譯著，其實也

就成了翻譯、創作、研究的“張力”的統一體。 

至於《京都一年》當然是一部散文創作，這是為了抵銷思鄉痛苦、異鄉寂寞

的成果，正如江總的詩句：“聊以著書情，暫遣他鄉日。”（《衡州九日》）我們不

僅能够感受到作者對自然與人情觀察體認的銳敏細膩，也能够從她對於歷史文化

的描述中增長許多新知。京都本來就是平安時代許多文學名著的誕生地，林教授

熟讀並翻譯過這類作品，因此，當其筆下涉及到這些地點、故事、習俗、人物時，

就自然而然地產生豐美的聯想。至於像《神戶東方學會雜記》和《京都的古書鋪》

等篇，更是體現出學者的本色。 

總之，學者、譯者、作家本來是三種不同的身份，而林文月教授能够集為一

體，呈現出綜合的統一的效應，可以說是“張力”的學術、“張力”的翻譯、“張

力”的創作。如果用另外一種表述，我很想借用《永嘉證道歌》中的兩句來形容

林文月的名字和學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 

現在請允許我把話題作稍稍的偏離。按照傳統的計算方法，今年是先師程千

帆先生（1913—2000）的百歲冥誕。先師早年為文，強調把批評建立在考據的基

礎上，到晚年則概括為學術研究的“兩點論”，即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在我

看來，這就是一個富有“張力”的表述。先師生前改學生的文章，往往有批語。

有次在我的文章最後批了這樣一段話：“構築起堅固的古典堡壘，由此走向現代

學術。”如果把“現代學術”理解為學術前沿的話，那麽先師的這句話也就可以

用“堡壘與塹壕”這一對富有“張力”的詞來概括。堡壘代表了傳統，塹壕代表

了新潮，學術研究貴在考據與批評、文獻與鑒賞、宏觀與微觀、擴散與收斂、古

與今、中與西、新與舊、雅與俗等等相對的兩者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就

可能達成某種突破或拓展。《孟子·盡心上》云：“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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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是積累，化是消解，由存而化，由化而存，學術史的發展大概就是這樣往復不

斷的過程。至於何時貴“存”，何時貴“化”，又要針對當時的學術現狀，如禪宗

所說的“隨病設方”。盡管在學術史的一定階段上有或“存”或“化”的偏向，

其實也是“存中有化”而“化中有存”的，關鍵就在“存”與“化”之間始終保

持“張力”。 

禪宗語言之所以有意味，耐玩索，重要的一點就是有“張力”。從六祖《壇

經》開始，就教導人說：“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又

說：“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

道相因，生中道義。”後來在禪門問答中就形成了所謂的“三句”或“三關”，前

二句（關）必然是相對的。如“雲門三句”之“隨波逐浪”和“截斷眾流”，“黃

龍三關”之“我手何似佛手”與“我腳何似驢腳”，又或如“有時上孤峰，有時

落荒草”，“由凡入聖，由聖返凡”等等，其間的“張力”極大，所以能造成對既

定思維的衝擊和震撼，從而去粘解縛，成為一個“活潑潑”的“自由人”。學術

研究也只有在活潑自由的精神狀態下，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完成創造性的成就。

這種狀態，也許在《莊子·達生》中的“不敢懷慶賞爵祿”、“不敢懷非譽巧拙”，

“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可以稱得上另外一種形式的表現。 

本次工作坊把我分在“東亞古典”一組，這並不是由我的發言題目決定的，

而可能是主辦者注意到這十多年來，東亞古典（主要是域外漢籍）是我關心的一

個重點的緣故。所以最後，我就這個問題再談一點自己的理解和認識。 

二十一世紀為什麽要關心域外漢籍？阮元《十駕齋養新錄序》說：“學術盛

衰，當於百年前後論升降焉。”凌廷堪《與胡敬仲書》云：“學術之在天下也，閱

數百年而必變。其將變也，必有一二人開其端，而千百人譁然攻之；其既變也，

又必有一二人集其成，而千百人靡然從之。夫譁然而攻之，天下見學術之異，其

弊未形也；靡然而從之，天下不見學術之異，其弊始生矣。……此千古學術之大

較也。”（《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三）自本世紀以來的中國學術，就是處於“將變”

的時刻。這個“變”，是針對百年來中國學術“靡然而從之”之“弊”而言的。

這個“弊”，是就西方學術對中國學術的影響和改造而言的。我曾經用春秋時代

“賦詩斷章”的方式，對百年來的中國學術作了漫畫式的描繪，所謂從“西方美

人”到“東門之女”。我以為《詩經·簡兮》中“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

兮，西方之人兮”云云，就是現代中國學術的傳神寫照。百年來的中國學術，除

去文獻、人物和史實的考辨，其學術方法、理論框架以及提問方式，佔據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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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說是“外來的”。而今天各大學紛紛以走向世界為口號，

歐美漢學家的著述也大量翻譯出版，本來是作為“他山之石”，卻在不知不覺中

演變成潛在的金科玉律，真是“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詩經·靜女》）了。

因此，對東亞古典的關心，對域外漢籍的關心，就是站在這樣的立場上進行思考

和探索。我在幾年前提出了“作為方法的漢文化圈”的理念，並在去年出版了《作

為方法的漢文化圈》一書，就是這樣一種努力的初步實踐。盡管其前途可謂“道

路阻且長”，但我堅信，中國學術一旦真正的“出其東門”，我們可以看到的就不

止是“有美一人”（《詩經·野有蔓草》），而是“有女如雲”（《詩經·出其東門》）。 

在今天，以西方理論為參照，以漢文化圈為方法，其意義顯得十分重大。我

們的觀念和方法應該獨立於、而不是孤立於西方的研究和理論。只有不斷參照西

方理論，我們才能與西方學術世界作有的放矢的深度對話。不予關注的結果只能

是自說自話，最終在學術上自生自滅。而且，人文學研究的宗旨，說到底是對話

而非自白，無論是在時間上的與古人對話，還是在空間上的與外人對話。而强調

以漢文化圈為方法，則旨在使我們逐步擺脫百年來受西方學術影響而形成的種種

模式和慣性，並有望發現一個東方的、亞洲的、中國的知識生產方式，真正開始

“中國人文研究擺脫西方中心取向、重新出發”（余英時《試論中國人文研究的

再出發》）的途程。在這樣的途程中，存在著中國和外國、文獻和理論、傳統和

現代、“東方主義”和“西方主義”之間各種不同方面和不同層面的“張力”。

因此，當我們面對學術上的種種問題和挑戰的時候，就應該保持“必要的張

力”，從而有效地達成學術上的踏實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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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前沿】 

 
 

关于暴力人类学研究的方法 

 

美国布朗大学  Kay Warren  陈曦 译 

 

我将试图说明人类学关注的核心课题、分析该学科批判性研究框架的案例与

学术争论的主线，并着重阐释该领域中的跨国问题。文化人类学关于暴力的国际

性研究有哪些议题？全球与本土交汇的场域里知识生产和流通中的政治是人类

学家关注的焦点。我们调查研究的对象包括：各个机构、组织、社会和网络有关

收纳和排斥的新标准；新的身份、工作形式与社会性；以及监视与审计文化不断

拓展的各种形式。在以国家为中心的项目里，审计文化被国际性管理机构广泛使

用，为各种干预提供正当理由和评价、为司法刑事体系提供和谐气氛、分配资源，

并且对各个国家施加压力，促使其向国际惯例妥协；这些国际惯例按跨国方式管

理，并被标记为显著的国家性产物。人类学家的研究框架建立在知识流通、表征

策略、与“地面”的异议和竞争的不同形式之上。 

我们 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就是在广泛的不同社会领域中正在发生的、意

义生成的对话性实践——如，跨国组织、国家级组织、政府、分包商、各类共同

体以及它们之间横向网络的日常、“本地性”实践。除了作为话语产物之外，抽

象的“国际性”并不存在。我们对所有“层面”的社会批判、以及不同观点如何

改造彼此交锋的方式十分感兴趣。我们的目标是分析和阐明相关身份的动态建构

过程和它对其他身份的边缘化或抹杀、价值观等级自然化的策略、以及如何巩固

或削弱不同种类的权威与专门知识。 

人类学家一般不研究暴力的抽象类型，相反，我们尽可能从进行中的冲突的

内部及冲突之间，获取关于暴力与暴力冲突具体形成过程的充分理解。本领域关

注阐释的问题、意义和表征的流通、以及暴力场景中人的主体性；即，暴力如何

被组织、被体验？受害者、施暴者和观众的身份模糊化如何产生？叛乱与反叛乱

的各种力量如何反映（模仿）彼此的暴力？主要参与人如何利用媒体来传播主导

性表征、如何策动和指挥暴力攻击特定人群？新旧媒体的报道如何向广大观众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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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暴力（如自然灾害、人道主义危机、捐赠厌倦情绪、远古的种族仇恨、国际性

犯罪、危险的他者、经济动荡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时期的贫困）。这些课题是动态

的、基于实证的分析型项目，而不是描绘性的品质鉴定。 

暴力可被视为一个问题，一个独立事件，或一个涉及身份政治、差异、以及

意识形态与更广泛的、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互动的动态过程。例如：卢

旺达与苏丹的种族屠杀。暴力可被视为关键时刻的启示，如阿甘本的“例外状态”

（states of exception）理论。举例来说：在民主国家内，特别警察宣布进入包围

和宵禁例外状态后，可以堂而皇之地介入群体性暴力事件，将其他族裔的人视为

危险分子，并对其采取先发制人的暴力。暴力还可以是造成新的价值观等级的国

家政策（在范围更广的城市下层阶级区域中应获得救济的穷人）和根据族裔特征

将特定个体描绘为罪犯的边界监视系统。面临可能发生的骚乱时，国家的警察与

犯罪司法体制可被视作建立秩序的主要单位。但如果换个视角，如果考虑到跨国

权力对公共政策、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标准模式的推动作用，那么上述机构的相关

性正在逐步削减。例如：城市暴动、骚乱、抗议活动、非法经济活动、城乡人口

流动，以及推动微观企业与消解矛盾的发展计划。暴力还涉及跨国劳务的招募走

私、政治化的边界、未注册的劳务人员与他们远离家庭的孩子们的生命、非法人

口交易和现代奴隶制度，以及非法经济活动。战争的形成，如第二次世界大战、

冷战、叛乱与反叛乱战争、低密度战争、代理战争，反恐战争、针对弱国及其非

法经济巨大能量的战争、非正规部队、外购（outsourcing）与转包的战斗人员，

以及庞大的、存在于国际性人道主义援助中的军事力量，都包括在内。 

文化人类学者主要通过“人种志”表述自己的发现。人种志提供源自实地观

察、采访、媒体和文本分析、以及历史性研究的语境化的证据。与提供额外当地

知识和视角的记录和叙事题材相比，人种志还包含分析型策略；后者能揭示通常

被其他学科的认识论和分析规范所掩盖或边缘化的社会政治现实的有趣层面。谁

为谁说话、产生什么效果，这是文化人类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社会关系如何在各

个场域调节知识的生产、流通和专门占用，这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人类学所倡

导的一种定性研究模式——尤其是“人种志”——受到了美国及部分其他国家人

文社会科学的广泛模仿。无论是人文学科还是其他社会科学（包括文化人类学），

都把当代理论拿过来用，并且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效。当今世界里，关注意义与

政治之间各种问题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可能正在经历一个融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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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征，我们文化人类学者感兴趣的是意义的创造者、以及流通在动态的、异

质性的表征体系中、彼此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一般来说，

我们分析研究当地口头语言的实践、表演和叙事，也分析它的表征和话语形成过

程。文化人类学者并不以创立假设为己任，也不致力于识别经典意义上的依赖性

与独立性变量。相反，当文化人类学者进行定量研究时，我们通常关注生产数字

和调查数据的政治背景。我们的研究框架包括从各个角度观照社会生活的对话性

生产；我们对社会行动者和机构在他们不同的现实建构中的利害关系尤为感兴

趣。不同利益集团如何政治性地使用监视与监控，以便用具体的威胁与危险来描

述社会现实、进而赋予自身主动介入的权力，这也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研究人

们对来自警察、法庭、公共卫生官员、社会调查管理者和共同体组织的监控的反

应。任何特殊情况的具体的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语境都是我们的议题。这些

情况揭示了世界不同区域的国家政策和国家的形成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定量与定

性结论里都包含有微妙的利害关系。自然，这个话题在庶民研究、殖民历史和后

殖民研究中都曾激起过许多历史兴趣。 

文化人类学与美国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我们不认同凡事一概论

高低等级的学术论调。这种论调的基础是关于精英人士的研究，而精英人士总是

为其他社会阶层说话，使当地的共同体与组织丧失了话语权。人类学也不认同“文

化岛屿”观；后者认为共同体与种族团体乃是他们特色文化的同源实践者。本学

科致力于运用自己的研究方法、框架和问题去理解移动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低层

城市社区与国家为了不同目标主动利用跨国变化趋势。低层城市社区为了获取其

他社会项目而国家是为了施行政策与有序治理的目标。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

在世界经济动荡这一关键时刻，利用人类学的视角来对抗不平等待遇、家庭与个

人债务负担的政治化。 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关于知识生产和数字通讯中

技术转换问题的研究。 

 

中国人的童年世界 

 

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  熊秉真 

 

中国人的童年世界不同于其他国家之处在于，中国的语文从上古到现在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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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童年有三个意涵：第一是现代社会意义的儿童和童年，这是一个生物医学上

的意思，个子小的，刚出生的人叫儿童。另一个，是社会角色的儿童和童年，比

如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娱亲”或者“郭巨埋儿”。老莱子不是一个小孩，长相

上是一个七八十岁、鹤发童颜的老人，他只是身份上是一个小孩。为什么他又是

个小孩？大家可以看到，过年的时候，族人们在族长的带领下依次列队站在列祖

列宗前面，在这里大家永远是个小孩。长幼有序，天子都是一个上天的小孩，在

全中国没有一个成人，大家都是小孩。因为这代表谦卑，代表一个社会的地位。

“郭巨埋儿”里讲的那个儿童是郭巨，不是他背的那个小孩，他是一个身份，他

要尽孝道。第三，是哲学和存在意义上的童年，就是天真。我们形容一个人“鹤

发童颜”、“童心未泯”。我们不会形容一个三岁的小孩童心未泯，因为他本身就

是一个小孩。我们形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童心未泯”、“永远天真”，那个“童”

和“真”是现在存在。中国人假设一个人不但永远存有这份天真，而且 好他的

人生归宿是“复为婴孩”。这个假设在全世界都是石破天惊的，到现在和任何人

说，你读《道德经》，到 后天上的所有天使都是小孩子，他会吓一大跳。因为

生物医学上说人生是个不归路，从年轻，到少壮，到年老， 后你会返回重来，

这是一个不同的时序。 

有同学对我做研究的材料很感兴趣，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有的大家很熟悉，

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礼记》、《家训》等等。族谱、家谱材料我

扒疏了几百几千，大家也是不陌生的。一些实证性的材料，以前大家比较少用的

比如幼科的材料，我会和大家讲一些，因为一些幼科的医师自从把这些材料放在

枕下以后，从来没有人把它挖掘出来。艺术和想象性的材料，这是大家比较感兴

趣的，不管是《目连救母》、《哪吒》还是《西游记》，我每次问别人孙悟空几岁？

大家答得都很快，六岁、七岁，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小孩子，没有人当他是个成

年人，大家都拿他当一个调皮的小男孩。为什么？因为在大家共同的想象和艺术

的空间里面，其实我们都为了年轻的形象、年轻的存在、年轻的心理、活动和行

为留了一个空间。 

回到法国的心态史学家们。当时他们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17 世纪欧洲近

代的曙光出现以前，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小孩是什么东西。证据就是欧

洲艺术史上的所有的小孩形象实际上都是个子小的、尺寸小的成年人，他们的表

情都不是童真的，他们的活动与小孩子没关系，欧洲艺术史上没有小孩存在。我

到法国演讲的时候经常感慨，我是多么想能陪同他们（心态史学家们）到中国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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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到故宫走一趟，尤其是他们如果能认识中文的话，他就会知道在天涯的另一

边，有很多材料是呼应他们的疑问的。 

中国的《婴戏图》里画了很多小孩，你很难说他们是个子小的成人，因为成

人根本不穿这样的衣服。而欧洲绘画中的小孩，穿的衣服都是成人的衣服，打扮

是成人的打扮，成人目中无小孩。如果你去故宫，你会发现《婴戏图》多得不得

了，市井戏婴，春夏秋冬都有。有很多专业的画家世世代代专画戏婴，别的什么

都不画。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南京，也就是金陵，你可以送一个人 好的礼物

就是《市井戏婴图》，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的象征。当你在朋友中间，如果

有这些肥嘟嘟的一男一女萦绕膝前，彼此嬉戏，他们逗兔子、吃西瓜，做我们今

天做的所有事情，这是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但是这些画与当时的理学家有一个

很明显的在视觉艺术上的悖论。朱熹在《童蒙须知》里面说，小孩不能贪嘴，不

要偷吃瓜枣，不要宠养，不要踢球的时候，那些画戏婴画的人马上会说“窃意以

为不可……”。所以中国的艺术品，如果没有了这些婴戏，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番

景象。 

那么儿童的游乐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有学者统计，有幅画上的货郎背了

500 个玩具，他可以一个一个说明这些玩具是怎么运行的。有一个游戏我要和大

家详细说明，就是北宋开始的斗蟋蟀。有很多人养过蟋蟀，有人斗蟋蟀，有人只

是蓄养。很多的文人骚客都写过蟋蟀，他们叫它各种名字，从《诗经》到《尔雅》

曾经把蟋蟀叫莎鸡，魏晋时是称它为马（灶马是灶下的马）；唐朝的时候叫鸟，

会唱歌的鸟；宋元明的时候称之为“天下之蛩虫”。全天下有 106 种蟋蟀，它非

常的胆小，很不情愿地与别人对战。所以中国人的玩物其实是完全欺善的，也纯

粹是人为的。中国人在搬到金陵以前，他们在西安斗狗熊，在洛阳斗狗斗鸡。到

金陵以后，他们住窄院，空间越来越小，时间越来越可贵，而且在宋明理学影响

之下，不可流血，所以在各种各种的因缘际会之下，就诞出了宋元明以后的中国

的“英雄”。如果今天是在谈论罗马帝国的竞技场的话，那么中华帝国过去一千

年的竞技场只有一种武士。 

这是给大家引介的《蛩虫录》，这是一群非常天真的孩子，在旷野中去斗蟋

蟀。《秋兴图》讲的是秋天农闲以后，太平盛世，大家在一起开心地去玩。我下

面讲的故事和金陵有关。大家知道宋代是怎么亡的国？蒙古人脱脱在正史《奸臣

传》里写了个例子说，当时在（被蒙古包围的）襄阳的宰相贾似道正在与群妾斗

蟋蟀，听到将士报来襄阳城被围的消息，而被打断了玩兴，他非常恼怒。他把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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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和首都被围的军国重事并举，这是一个很惊人的事件。当脱脱以史笔写贾似

道，把他放到《奸臣传》里面，但是在中国民间的日常生活和娱乐天地中，却把

他供奉成永远的帝王，因为他永远天真，他不要江山，就算人们判他误国、害国、

卖国，是一个奸臣，但是他以真面目和大家相见。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逻辑，这

个逻辑也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公案。 

虽然丢掉江山，但是民间奉他为王。证据在哪里？到明代的时候，虫已经变

成《经》了。游乐的世界是小道，玩物丧志，所有的《虫经》都是托贾秋壑（贾

似道）之名出版的。他的名字也很妙，叫似道，似道到底是道还不是道？道可道，

非常道。他的字是秋壑，大家回想起来欧阳修的《秋声赋》里说“物大凡不得其

平则鸣。”蟋蟀身上的不平之鸣到底是什么？所有陪着它玩的人胸中的山水到底

是什么？他们想端出的天地又是什么？ 

《诗经·唐风·蟋蟀》里说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秋天的时候君王不出

去游戏，而在宫里斗蟋蟀，其实大家是有点责怪他的。《诗经·豳风·七月》说

“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

我床下。”这是诗人是我，这个事情就在大家的周围发生。中国人是很自恋的，

他们觉得天地周围的一切植物动物乃至万物都是为自己而生，他们更喜欢这些为

自己而来，喜欢自己的虫子。他们扑捉蟋蟀用专门的笼子，全世界的博物馆里面

都有，养蟋蟀有养笼，有过笼，有饮水器，蟋蟀王的银冠现在在澳门的博物馆里

还有。如果蟋蟀王过世，他们会题诗，会举行正式的丧礼。他们斗蟋蟀还下帖，

“兹定于某月某日某时，会斗秋虫，敬请光临。门设某街某道某宅。”这个是可

以倾家荡产的。因为当时的文官，都有养几百笼几百笼的，他们也给蟋蟀们分级

别，就像现在的拳击分各种量级。蟋蟀 大的大概是七、八分，当时要用称来给

蟋蟀分级，你给你的蟋蟀喝半口水它就升了一级，但你是不能使诈的。当时赌彩

的彩头是非常大的，也许乡下小孩的彩头是一块月饼，但是在金陵城内的彩头要

大得多。 

大陆早期有一部电影叫《洗澡》，大家还能记得那不电影的开头是怎么样的

吗？电影一开场是文革结束以后，有两个老头趴在澡堂里面，正在相互批评对方

的蟋蟀。所以这是中国人魂牵梦萦的东西。每个蟋蟀都有名字，有的蟋蟀还有传

记，如果从传记学来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拟人化的生物传记：“虎

翼大元帅，名青长衣，……此虫青头青项，青翅长衣，六腿圆长，半白犬牙，交

锋时口快如电……一时威名远播，勇冠三秋。”这就是部罗马角斗士的传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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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角斗士的传记。中国人已经着魔到这么小的一个无脊椎动物身上，中国人说

它“智勇双全”、“血溅沙场”，其实都是中国的喜怒哀乐在它身上的折射。 

     法国年鉴学派的学者说，今天如果你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的话，你可以走

到亚马逊河的河边了，随手捡起一片落叶，你阅读落叶上的纹理和色彩，它可以

告诉你全世界所有的讯息。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来认识我们的世界，都是可以

的。 

（本文节选自作者在南京大学的演讲“童年史新探：婴戏与幼医”） 

 

 

世界主义文学和文化的维度 

 

清华大学 王  宁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叫做世界主义的文学和文化维度，因为世界主义这个话题本身不是一

个文学的话题，它原来是一个政治哲学，但是世界主义现在被谈论很多，恰恰就在文化研究

和文学研究领域里面。那么，我们就要说世界主义跟文学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世界主义与

我们目前热烈讨论的世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做一个梳理。 

 

 

 

“世界文学共和国”中的中国 

  ——对二十世纪中法文学交流不平衡的思考 

 

高  方 

 

在《世界文学共和国》一书中，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借用了布尔迪厄的分析

方法，对世界文学历史做了简要梳理，勾勒了受控于权力关系的文学世界的基本

轮廓，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被她称为“世界文学共和国”的文学世界的不平等与等

级化的结构。在作者看来，在这一文学共和国的产生与形成过程中，在民族文学

空间中形成的语言文学的等级中，法兰西的文学空间成为了 为强有力的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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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场之一，而法兰西语言取得了如此的胜利，以至成为了普世性的典范。相反，

汉语，还有阿拉伯语和印地语，尽管操这些语言的人口众多，且本身又有着伟大

的文学传统，却被认为在国际市场上少有地位，不被承认。帕斯卡尔·卡萨诺瓦

与歌德持同样的观点，认为翻译应担当重任。在她看来，翻译是文学流传的主要

媒介，是“构建与统一世界文学空间的主要动力之一”。 

二十世纪，翻译在中国与法国的文学交流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包括翻译者、

翻译数量和翻译的影响在内的整个的翻译活动有助于我们真正考察和衡量一国

的语言和文学在接受国的影响、接受的情况及其在接受国的合法性。就以上三个

方面对分别对翻译文学在译入语国家的规模与影响进行考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

到中法文学交流的失衡现象。翻译绝不是简单的一种语言行为，而是深深根植于

历史之中的各种交流。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也毫无例外地受制于翻译生产与接受的

环境的多样性。中法文学交流的不平衡或者不平等，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还表

现在翻译文学在译入语国家的影响层面。产生这一不平衡现象的原因有多种。 

首先，这种不平衡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溯源。二十

世纪中国文学在跟世界文学、西方文学的接触中萌生发展，却从未跟传统割裂。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对身份的诉求中，自五四以降的一代代作家持续不断地将

西方作为参照，构建话语体系，试图建立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一代代作家所探寻

的现代性在融合在新与旧、模仿与创新、延续与断裂等一系列矛盾中。 

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国别文学史与一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史密切相关。

上个世纪，中国社会政治运动迭出，社会变化、主导意识形态更迭等都给文学发

展的面貌打下烙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甚至会阻碍文学自身的发展，乃至割断与

外部的联系。 

而法国文学拥有深厚的文学传统，中国 20 世纪文学在形成和发展阶段过程

中，多从中借鉴、获取文学资源。与法国文学相比较，中国现代文学还是一个萌

生的文学场。涉及到中法文学交流，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法国文学对

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其不断提供文学资源，

成为借鉴的典范，中国，交流的另一方，又如何能令法国认识到它的文学身份、

文学的特殊性和创造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的汉学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很少关注中国 20

世纪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性，他们通常强调这一国别文学的社会功能，将其作为了

解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现实的一种有效途径。考衡中国 20 世纪文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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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翻译和接受，我们可以看到非文学性因素通常占据主导，比如，作家与法

国之家的特殊关系，巴金和诗人艾青在法国的接受就是典型个案；再如对于作家

和作品的意识形态解读和政治利用，鲁迅在法国毛主义运动时期的译介也是个典

型个例；再比如文革后作品的政治揭露；“美女作家”的性描写，等等。我们还

关注到，在近期，中国文学在法国的出版、被法国公众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还得

益于文学作品获奖、影视作品影响和媒体宣传。对于很多法国读者而言，他们阅

读中国文学作品也是为了领略异域情调和东方文化的特殊魅力。 

第二，交流的不平衡也与植根于西方思维中的文学等级观念有关。若想对交

流失衡的情况进行解释，并进一步理清中法文学之间的关系，不能只从交流的一

方诉因。不少法国学者、汉学家、比较文学学者都意识到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边缘

地位，尽管这一文学拥有丰富的内在文学传统，却常常被忽略，鲜被了解，少被

认可。阻碍对于中国文学的接受，防碍对于它的传统、对于它的创造性和文学性

的认识和认可的因素有很多，这些因素不仅仅表现为在地域的遥远和语言构筑的

樊篱，原因可能很复杂。或许这种无知和不了解正植根于一些文学大国的民族中

心主义，这些文学大国已经构建了自己的认知范畴，通过自己的标准进行判断。

这或许可以解释说明这样的现象；一方面，一个世纪以来，致力于在法国引进传

播中国文学的译者、研究者、出版者为数甚少，另一方面对这一文学自身的美学

价值缺乏关注。以翻译作品数量和译者数目为参照，我们设想，交流的失衡很大

程度上归结为动机、态度和心态的不同：翻译的动机不同，对他者开放的态度不

同，对待异的心态也不一。一个民族对他者的关注，源自于一种内在的需要，是

认识自身，丰富自身的需要，也是以“他者”为鉴，更好地把握自身的需要。从

中国现代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与接受情况看，这种需要对于法兰西文学而言，并不

迫切，至少不像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对外国文学与文化所表现的那样迫切，也

没有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对他国文学与文化所表现出的巨大热情。 

翻译活动不是孤立的，它是在一个由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甚至是经济因

素共同制约的场域里展开，这些因素有时会制造障碍，引起交流的失衡。不过，

在我们看来，这种失衡或不平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可以创造条件，促进交

流，以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彼此丰富。近 30 年来,随着中国在各个方面的不断

发展，中法交流的途径不断开拓，交流愈加频繁，中国文学在法国的译介也开始

有了新的发展。语言是文化及文学交流的媒介，目前，在法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

的人愿意学习中文，我们相信，中国文学在法国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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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NHS 时代英国国民医疗照顾与救助服务供给主体述论 

闵凡祥 

 

二战后现代国民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体系的建立，使

英国国民在其“从摇篮到坟墓”的一生中都能得到以国家财政为根本保障的制度

化免费医疗救助与健康服务，自此不必再为自己生、老、病、死期间的医疗照顾

问题而担心费神。对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多有介绍和研究，但对前 NHS 时代的

英国国民如何获得其必要的医疗照顾与救济问题却鲜有涉及。笔者认为，系统介

绍和研究前 NHS 时代英国国民医疗与救助问题，特别是该福利领域中的供给主

体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英国现代 NHS 体系的发展史，更好地认识

国家政治权力在国民健康服务领域的作用与地位问题，将会大有裨益。 

在前 NHS 时代，英国国民获得医疗照顾与救助服务供给主体是多元的。概

括而言主要有四： 

（1）家庭成员与亲属间的照顾和村落（社区）邻里中的志愿行动。家庭自

其出现之始直到现代福利国家建立之前，一直是人们在患病时获得医疗护理和生

活救助的重要来源。它总会尽力给生病的家庭成员以生活与膳食上的照顾、医药

上的供给与精神上的安慰，帮助其尽快康复或减轻患病期间所遭受的痛苦。其中，

家庭妇女一直是主要的责任承担者。在工业革命前的英国传统社会中，邻里间的

志愿性护理活动广泛存在于乡村地区。 

（2）互助团体中成员间的制度性疾病互助。互助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

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人们之间的互助活动

对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互助活动包括共同体内成员间的偶然性自

发互助，和有组织的制度化互助安排。共同体内成员间的自发性偶然的相互帮助，

可能自人类形成一定的聚落以来即已存在，而且历久不衰，直到今天仍然在以各

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着；有组织的制度化互助（如中世纪城市中的行会、近代的友

谊会和工会等组织）安排则是在共同体内成员间的偶然性自发互助活动难以解决

当前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风险时而在共同体范围内针对所有成员所做出的一种制

度性保障与救助安排。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晚于偶然性自发的互助

活动。在前 NHS 时代的英国国民医疗照顾与救济领域，这两种形式的互助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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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长期存在的，共同构成了英国国民医疗照顾与救济服务的一个重要来源。 

（3）慈善组织提供的医疗照顾与服务。慈善一直是基督教文明的一项重要

传统，它既包括宗教组织的慈善，也包括在基督教教义感召下的世俗慈善，在前

NHS 时代，它一直是英国社会下层获得健康救济以及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直到黑死病爆发之前，英国的医疗救治体系都是教会医疗为主体的。除直接由

教会组织提供的慈善护理与救助外，在英国近代社会中还存在着在基督教教义感

召下的个人的自发慈善和有组织的世俗慈善活动。例如，在 18 世纪时，乡绅妇

女经常会把自制的药品以低廉的价格卖给或免费送给患病的穷人。除以上有组织

的世俗慈善活动之外，在医疗与健康服务领域，还有一种有组织的世俗慈善活动

——由民间自愿捐资和自发修建的志愿医院（voluntary hospital）针对社会下层劳

动群体所开展医疗救助和健康服务值得重点提及。 

（4）济贫法制度下由地方当局提供各种照顾与救助。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

成长，当代意义上国家亦逐渐参与到国民的医疗照顾与救助领域。政府对国民医

疗照顾与救助服务的提供，从有限参与到而战后 NHS 的建立，经历一个漫长的、

不断探索与调试的、渐进的过程。济贫法制度下的医疗照顾与救助服务，主要分

为院外照顾与救助和院内照顾与救助两种形式。济贫医院是那些收入较少、无力

支付慈善医院及私人医生所收较高费用，以及那些接受院内救济的贫困的疾病患

者的惟一寻医问药之处。其中病人又尤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与身体不健全的残

疾者居多。此外，自 19 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政府还开始制定和颁布相关健康立

法，试图凭借法律的手段促进民众身体健康并改进卫生状况。 

通过以上梳理性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在前 NHS 时代，英国在国民的医疗

照顾与救助领域并没有全国范围的统一立法和制度安排，英国国民获得这方面服

务的方法与途径是多元的。家庭内照顾与护理、村落或社区内邻里间的志愿性服

务、各类互助团体对各自成员的疾病救助与护理、慈善团体为穷人提供的医疗照

顾与护理，济贫法体系下地方政府对国民提供的医疗护理与救助是前 NHS 时代

英国国民获得医疗照顾与救助的主要来源。在这种多元格局中，每一类供给主体

都曾在特定的历史时段、特定的群体和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发挥过重要的社会保障

与救助作用，它们在缓解病人痛苦、帮助病人康复、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及帮助

人们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这些来源中，由各

类社会力量提供的志愿性服务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济贫法体系下由国家政治力量

对患者所提供的健康救济与医疗服务则仅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充，处于辅助性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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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地位。但随着社会志愿性服务在工业化社会中日益显露出局限性，作为公权

力代表的国家政治力量（在前 NHS 时代，主要是地方政府）在国民医疗健康服

务领域的不断扩张直至全面干预。另外，这种多元格局又是历史的、发展的，这

些健康医疗照顾与救助服务供给源中的任何一源都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发生着不

断的变化和自我调整。 

 



 38

【跨学科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方法选择与应用 

 

张康之 

 

张康之教授： 

感谢大家。精彩的留给杜老师，我先抛砖引玉。我们同事之间相互交流

心得，就不一定囿于主持人给我们出的题目。其实，方法的问题让我们感到

畏惧，因为方法太多了，积淀下来的方法，可以编写出几卷、几十卷甚至几

百卷书，我们要是在研究工作中去考虑方法的问题，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穷极

这些方法，我们也就无法去做研究工作了。我不敢谈方法的问题，只想谈谈

做学问的一点体会。作为年长几岁的老同事，我觉得做学问实际上首先还不

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做学问首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这里的道德还不是社会

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当然也是有关系的。我觉得一个人的心胸怎样

决定了他的境界，比如说，如果某人为了名、为了利去做学问，它在一开始

也能够给他提供一定的支持，使他变得很刻苦、很勤奋，做一些研究，很快

跻身于学术界，并赢得一些名气，但是做到一定程度他就不行了，好像江郎

才尽了。我们走过来了，我们看到学术界一些人，很早就成名了，成名之后

就没东西了，显得没有后劲了。原来能够做出来的，到后来怎么就做不出来

了呢？经过观察发现，得到名利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做下去的动力了。所以

说，这里面就有一个心胸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去做学问？作为一个学

者有没有责任感？对国家和民族的事情是抱着什么心态去做研究的？ 

如果从个人出发去做学问，走到一定程度就有一个突破不了的瓶颈。因

为你的心胸有多大，学问才能有多大，如果你的心胸就考虑到个人利益，那

学问再大了，它就包容不了。这就是说，对他人的思想、他人的理论，有没

有一个包容的心态。有些人他这也看不起，那也看不起，对人家的东西都看

不起，好像就他做出来的如何的好，别人的都看不上，这个人是达不到一定

的学术境界的。他采取排斥的态度。排斥别人的方法有多种，拿古人去压同

辈人、拿洋人压国人。比如，我提出服务型政府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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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已经酝酿多少年了，不是说突然一下子把它写出来的。在这之前，就

一直谈这个想法，谈的时候有人就表达非常激烈的反对，甚至到了很激烈的

程度。这个就是采取压制的态度，他就没有一个包容的心态。所以，我当时

谈的时候，如果有包容的心态，都去思考它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有一批

人来做这个事情，那可能这个理论就会更早在学术界产生反响。这就是说做

学问要包容他人的研究成果，对他人的思想要有一个包容的态度。另一个问

题，我们在学术界这几年看到有很多人学问做的不错，后来却出问题了。一

般说来，就是有抄袭、剽窃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

不要为了自己的名、利，我们要解决现实问题，如果心中关心国家和民族，

那就会致力于去解决问题，就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利去做那些事。 

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我说，做学问要是计较于方法，可能永远做的只

是一般性的，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在做学问的过程中自己去摸索一套方法，只

有摸索一套自己的方法，你才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者别人看到的，

你能看到更深一层的东西，这样才有独立的学术见解，所以，对刚参加工作

不久的人来说，怎么样才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怎么样去摸索呢？我想，对

于人家介绍的方法，我们都需要关注，但是决不去迷信一种方法，而是要兼

取百家。如果说硬是迷信一种方法的话，别人用这个方法，你也用这个方法，

你选取的问题那必须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看到，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

中，没有哪个问题没有被人涉及，所有问题都被人涉及到了。人家要用这个

方法处理这个问题，你也用这个方法处理这个问题，那就看你的文献功力了。

文献功力不到的话，就有可能是重复发明，甚至你做的不如人家，有这样一

个问题。现在流行的一些方法，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旨趣去做一些有侧重点

的关注，如果我们定于研究一些微观的问题，那就容易去发现一些微观的、

具体的新问题，就用所谓的现代社会科学方法，这些问题必须是别人没有研

究过的。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期，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有很多问题是一些

重大的问题，如果研究瞄上了这些重大问题的话，那么对所谓的方法可能就

要慎重选择，是不是用它们。 

在我的一本论文集《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的序言当中，我谈到了自己

对做研究的体会。如果我们根据我们时代的需要去做研究的话，我提出要有

三个“视”： 

第一个就是要有“新视角”。看问题要有一个新视角，比方说，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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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东西，用眼睛看是这个东西，那你说我再看仔细一点，戴上眼镜看，再

拿个望远镜看，发明显微镜，看它的微观的，再高倍的，那你看的还是这个

东西。你不断的借住工具，工具改善了，越看越深，当然看出一些新东西，

那么你有没有能力去刷新工具，如果你没有能力去刷新你看的工具的话，你

换一个角度看会怎么样？实际上，工具就是你的方法，比如说你去建模，或

者干什么，你考虑了更多的变量，在复杂性的条件下，他看的是一个确定的、

简单的条件，而你把更多的变量拿进来了，但是你也只是看得更深，关键还

有一个能否驾驭的问题。但你从这条线，大家都从这一条线看，看的结果在

很大的情况下就会有重复发明的问题，抄袭谈不上，因为你没有看到别人写

的东西，但是人家可以认定你是剽窃，因为这个观点，人家已经有了。剽窃

比抄袭更恶劣，但事实上，你可能并没有剽窃，只不过是他站在那个角度上，

你也站在那个角度看，才有相同的东西，你写出来的东西，或者即使人家不

说你剽窃，对你的成果认同度也不高，所以说你换个角度看，是一个全新的

世界。有人就说写文章很难，一年好不容易写个十篇八篇文章，因为人家都

从这个角度看，你看的东西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还要写出一定是你的东

西，那不是很难么？你换个角度，呈现给你的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那一年

你可以使你的研究成果增加一倍，写个 20 篇、30 篇。所以我说，要有一个

新视角。 

第二个就是“高视点”。“登泰山小天下”，做学问也是这个道理，站到

高处，所看到的东西就不一样。面对一座山，大家都仰着头看，看的都是那

点东西。做学问亦如登山，一个课题或论题，大家都来探讨，大家都站在山

脚下，你说这样，他说那样，都是在山脚下看到的。或者说，你自己围着山

转圈，今天说了这个，明天说了那个，总是在山脚下看到的那些东西。大家

都围绕着一座山在转圈的话，说的东西也都差不多，都是事实，都是真理，

可是，境界都不高。如果你向山上攀登的话，就会不同，就会有更多更大的

发现。这就是我说的，要有一个高视点，居高临下看世界。我们来自不同的

学科，在你的学科中，你能不能站在至高点上去看这个学科中的那些问题，

决定了你对这个学科能够作出的贡献。你站得比别人低，即使你努力研究，

勤奋写作，发表了很多东西，但是，你所说的，都是别人也能够看到的，甚

至是别人不屑于去说的，你的作品怎么会有大的认同度呢？你作为一个学者

怎么会有大的影响呢？所以，做学问就要努力使自己站得更高，一步步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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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走，在更高的视点上看问题。 

第三个就是“大视野”。研究小问题也要有大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并

不是去说研究大问题需要大视野，特别是我们一开始做学问，尽可能不要去

抓大问题，大问题把你绕进去了，你驾驭不了。一说话，人家说你外行。可

以去研究小问题，但小问题需要有大视野。如果是小问题、小视野，写出来

的文章就显得没有才气、没有灵气，这个文章勉强发表了也没用。现在很多

学术期刊对待学术文章的态度也是看面积的，一些学术期刊对一万字以下的

文章基本上不考虑，你投稿过去了，人家看也不看就给你扔了。有的人跟我

说要写一万字的文章很难，写个五六千字就觉得没话说了，怎么可能呢？你

有大视野，你要把一个小问题讲透说清楚，也就是说，你从大处看这一点，

去把它看清楚？一般说来，我们看到，一篇文章要写一万字也打住也是极其

困难的，因为你要把它说透，你总得多说几句。我们看到，学术界现在评价

文章往往使用影响因子，你要是小文章，什么也没有说透彻，人家就不会从

你那里发现有价值的观点，引用率也就上不去，你只有把问题说透了，人家

才能发现你有新见解，才会引用你，所以说要有大视野。用大视野研究小问

题，是你成为一个成功学者的不二法门。 

我想说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每一个时代，我们发现，都

会出一些大学者或者大思想家。我们看这些人，我们发现，他们共同的一点

就是解决了他们时代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问题。不

管我们从事什么研究，我们即使搞历史，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

你写的历史也必须有时代精神，没有时代精神，你写它没有任何意义，特别

是别人写过的你再写有什么意义？总之，我们人文社会科学 讲究的就是反

映时代精神。其实，在自然科学中，时代精神体现得更完美，比方说，复杂

性的研究、纳米技术的研究、克隆技术、人造细胞等等，我们看到，都是一

些新的，它不是时代精神吗？当然，我们是在扩大的意义上把这些都说成是

时代精神。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反映时代精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不可能

重复以前的研究，自然科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研究工作反映时代精神是自然

而然的。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情况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这样一

种意识，那就是始终把反映时代精神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要务。 

如何才能具有时代精神？就是关注现实、关注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那些

紧迫的、重大的问题。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解决了我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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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迫切的重大的问题，你也就能够走进历史，你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一页。

人家写学术史、写思想史的时候，才能够给你写上一段。如果你不解决时代

的问题，解决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普适性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在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今天经常会谈起历史上的某些伟大思想家或学者，我们

之所以回想起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而是他们

解决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问题。这对于你来说，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当然，这

又会引发另一个问题：我们的时代中有许多问题，究竟哪些问题才是我应当

去抓的问题。一般说来，我们时代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你只

要抓住了并加以研究，就为我们这个时代作出了贡献。当然，你如果希望成

为有历史影响的大学者，你就要去抓那些重大的问题，并对之提出自己的独

立见解。这样一来，就有一个对我们时代的总体特征的判断问题了，就需要

在我们时代的总体性认识中去发现那些根本性的、重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研

究对象。 

其实，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定位于反映时代精神并不难，因为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中就存在着关于我们时代的共识性意见。比如，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

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共识，没有人会表示怀疑。从此出发，你就

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第一，这个历史性的社会转型与 15 到 19 世纪的社会

转型有没有区别？第二，具体到中国社会，有哪些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在新

的历史性社会转型中又出现了哪些新的任务？依此推展下去，你就会发现很

多问题，你就能够在你所感兴趣的每一个问题的研究中找到一个进行历史定

位的基点。当然，在研究方法的意义上，你可能会说，这是属于历史观的范

畴，是一种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你做微观方面的定量研究是不是

需要这种历史观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历史观，你如果去选择那些对你的研

究结论至关重要的变量呢？ 

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历史形态，在这个基本框架下进行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如果我们对这个框架加以简化，把人类社会划分为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虽然显得对人类历史的认识粗放了一些，

但是，对我们的时代却能够做出更准确的定位。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正处

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胶

着共在的状况也就比较清楚了。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工业化迟到了。大致是

在 80 年代中国社会才真正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也就是在改革开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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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但是，在我们致力于工业化的时候，西方国家

后工业化的课题已经显现出来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去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现实，就会看到，我们这些年来的一些政策，一些领导人讲话中反映出来

的行动方针，学者们提供的建议、建言，等等，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这些差异就是因为我们社会同时处于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这样一个双重社会

转型造成的。也就是说，我们既要去面对工业化的繁重任务，又要去与世界

一道考虑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在行动上就会出现矛盾的状况。对于行动

者而言，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定位的认识，往往由事实引领着走，有些

问题，属于工业化的课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把后工业化加予我

们的挑战摒蔽了。而后工业化的挑战也是无可回避的事实，当我们致力于解

决工业化的问题时，又给予我们巨大的牵制，从而使我们无法在解决工业化

的问题时产生理想的效果。这就是我们时常陷入某种困境的原因所在。 

从中国学界的情况看，学者们更多地迷恋于西方经验，的确，西方国家

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往往以理论以及各种各

样的学说的形式呈现给我们，表面看来，它们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

是，我们需要考虑到这样一重因素，那就是，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道路是比较

单纯的，西方国家在致力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后工业化的挑战，当

它们遇到了后工业化的挑战时，已经建立起了发达的工业社会，而我们国家

所面对的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双重任务同时承担的现实。特别是在后工业化

的问题上，当前全世界都在探索，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当我们看到

了这一点，问题就非常清楚了，我们的学者们在极力用某种西方理论剪裁中

国现实的时候，都必将对中国实践造成极大的误导。就中国社会同时肩负工

业化和后工业化双重任务而言，其实是没有既成的经验可以学习的，西方国

家的任何一种理论在中国现实面前都是不适用的，我们需要承担的是根据中

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的任务。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表现出了一种道

家所讲的“无为”。从中国当下的情况看，一些鼓吹西方理论的学者，不受

中国实践部门的欢迎，但一些在操作性层面上引进西方经验的做法，得到了

实践部门的激赏。其实，这是极其危险的，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与相应的理论

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的性质决定了技术的状况。当我们排斥理论引进技术的

时候，实际上是在技术应用取得成功的时候一点一滴地积累起了问题，尽管

我们在每一个微小的问题的解决上都取得了成功，而在总体上，我们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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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问题的日积月累而陷入一种惨重的失败境地。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准备

成为学者的人，我们应当看到这种状况，我们需要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极其

特殊的条件下去建构适应中国社会要求的理论。这就是我们从事研究工作不

可缺乏的意识。 

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可以说每一个中国人

都为这一成就作出了贡献，但是，贡献的性质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个人有这

样一个判断，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应当归功于邓小平设定的“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这样一个前提性的观念。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观念，中国实践部门的

人在这一观念下去做出行为选择，至于学者所发挥的作用，那就是提供反面

教材。具体地说，学者们在鼓吹西方国家那一套，让实践部门中的人知道有

那么一套不适合中国的东西存在，然后从对面发现行动路线。这就是学者们

的贡献。当然，有一些学者因此而变得激愤：我给你介绍了西方的东西，你

为什么不按照去做，却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对实践部门的人发出微词。对

于这些学者来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他们所扮演的是何等滑稽的角色，

他们“言必称希腊”，只是不愿意看中国实际。不过，对于这种情况，我个

人认为也存在着很大的危险，因为，我们无法保证实践部门的人永远坚持邓

小平所确立的这样一个前提性观念，我们无法保证实践部门的人一直站在学

者的对立面。我们是否可以作出另一种设想，那就是中国学者在对西方理论

了然于胸的条件下关注中国现实，基于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去进行

理论创新，提出适应于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方案，那样的话，学者与实践部

门的人就汇成了一股合力，我们会不会因此而取得更大的成就呢？这就是一

个学者们愿意不愿意去做的问题了。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能够拥有一种

愿意去做的愿望。如果你有了这个愿望，那么，你就要看到中国的实际，那

就是，中国当前正处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历史时期，我们

所构想的解决现实问题的一切方案，我们所要致力于任何一个方面的理论建

构，都要在这个背景下进行。我们只能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需要

更多地解决的是我们国家的问题，而我们国家中当前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是

发生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双重历史性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的。所以，我们是不

应去追随既往的或西方的任何一种理论，更不应去说一些对中国现实问题的

解决毫无益处的话。当然，西方启蒙时期、工业化过程中的思想和理论是很

好的，但是，它是解决它那个时代问题的思想。当前我们承担着工业化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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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的双重任务，你把它搬到中国社会能行么？那肯定不行。它解决的是

工业化的问题，这就牵扯到有没有一些所谓的普世价值问题。就是说，它面

对的是什么？你想想，当时霍布斯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洛克面对的

是什么？卢梭面对的是什么？那么，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你去重复他们，跟着他们念叨那几句话，把那几句话说成是“普世价值”，

你即使念叨一万遍，对这个社会有什么益处呢？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社会拖

回到这些所谓“普世价值”产生的时代中去呢？我的主张是，做学问搞研究，

还是要基于我们时代的现实，不要迷信任何一种理论和学说，即便是西方 20

世纪后期产生的一些理论和学说，也无助于解决我们时代的危机事件频发的

问题，更何况去追随那些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理论呢？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

一个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每日每时面对的都是新的问

题，如果我们不能针对我们时代的这些问题去进行理论探索，去寻求解决方

案，还谈得上做什么研究呢？ 

我们来谈谈具体的研究问题。对于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所走过的道路，

有没有属于中国独特的经验呢？可以肯定，是有着中国经验的。对于这一点，

中国学者很少去谈，或者说很少去做出认真的研究，再者说，中国学者即使

做出了研究，发表了观点，也不会有人去理会。但是，外国人写出东西，说

有一条中国道路，甚至说是中国模式。那就不得了了，一下子就引发了人们

的关注，也引起了争论。我们看到，有的学者引吭附和，感到荣耀。可是，

我认为，这是肤浅的表现。你想一想，外国人在谈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的时

候，是不是把中国走过的道路纳入到他们的解释框架中去的？如果是这样的

话，他要对中国或将会对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引导？如果接受了这种引导，还

有中国模式吗？有一些学者对外国人提出所谓中国模式是抱持着警觉态度

的，反对这样的提法，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学者看来，如果承认有中国模

式的话，就是没有照搬西方“先进的”模式，就可以不贯彻西方的所谓“普

世价值”，在这些学者看来，这是万万不行的。甚至认为谈论所谓中国模式

的少数外国人是居心不良的。为什么会有这两种过激的反应，其实都是太关

注外国人的看法了。事实上，都不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而去思考问题。 

毫无疑问，肯定有一个中国模式，但这个中国模式决不应纳入到西方的

解释框架中去。这就需要中国学者去认真研究并形成理论，并进一步地去完

善这个中国模式。然而，中国学者没有做这项工作，简单地对待西方学者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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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我们的话题去接着讲。各位同事想一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际，自由主义

理论已经成为历史，凯恩斯主义理论也不行了，但西方一直徘徊在自由主义

和凯恩斯主义之间。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做了什么？如果西方

做得成功，就不会有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了。这已经很明显了。中国在近代

以来形成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之中，在发展的意义上处于一种绝对不利的

地位上，但是我们用 30 年的时间在这种极其劣势的地位上取得了如此巨大

的成就。这不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吗？显然，我们既没有按照凯恩斯主义

那一套也不是按照自由主义那一套而取得的这些成就。我分析过这个过程，

对于从威权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中国领导人在心理上肯定倾向于接受凯恩斯

主义那一套，而学术界给他提供的则是自由主义那一套，在国际上又是新自

由主义正方兴未艾之时。但中国实践部门的同志没有按照学者们开出的药方

下药，他们在纠结中摸索出了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路，在政府职能或政府行

为的意义上，我说我们创造出一种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但是，我们的学者

有没有在这方面做出研究，有没有形成相应的理论，从而为实践提供支持。

没有理论的实践是不可持续的，得了也会再度失去。这就是中国的危险。可

是，中国学者恰恰没有担负起这方面的责任，而总是把眼睛盯着西方，看西

方学者怎么说。 

通过这个例子，我希望说的就是：第一，我们需要立足于我们时代的基点上去选

择我们的研究方向；第二，我们需要基于中国实际问题去思考问题。对于任何一

个学科的研究者来说，都是这样。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由于学科分工不同，

有些学科更加直接地要对现实发表意见，有些学科显得更间接一些，但是，立足

于现实是不变的。这才是 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其他具体的方法选择，都需要在

这一研究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往往把理论与方法分开来看，

经过近些年来的理论反思和学术自觉运动，我们年轻的学者已经能够蔑视那些照

搬西方理论的人了，但又没有找到自己的理论，所以，偏向于在方法上学习和借

鉴西方既成的一套。这可以说是近些年来学术自觉运动所取得的一项积极进步。

但是，我也希望指出，没有脱离开理论的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我们

没有看到真正“价值中立”的方法，当你选择了一种方法时，其实，你已经受到

了与这种方法相关的理论支配了。所以，你在研究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方法，也

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尚未建构起属于自己的理论，在缺乏理

论指导的条件下，唯一可以贯彻到我们研究工作中去的，就是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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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开展我们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我对方法的态度，可能与今天这个讨论会的主题

不一致，但这恰恰是我的研究方法。可能是不成功的，提出来与大家讨论，请大

家批评。谢谢各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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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我与中国女性相遇  

   巴黎第七大学 Julia Kristeva   黄荭 译 

 

（本文为 Julia Kristeva 教授为 2012 年 6 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性别研究”

国际学术会议所接受的专题采访。）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谈“女性主义与中国”之前，我想先提一下，您很

早就对中国萌发了浓郁的兴趣，您学过中文，1974 年第一次访华，随后出版了

《中国妇女》， 近于 2009 年又重访中国。您创立了一个国际“西蒙娜·德·波

伏瓦妇女自由奖”，2010 年，您更把这个奖项颁给两位中国女性。 

JK：是的，谢谢您提醒我这一段小小的，又已经久远的历史。我想要首先致

意参与南京大学“女性主义与中国”研讨会的全体女性与男性，也感谢所有为这

次网上的“虚拟相遇”作出贡献的女性和男性。但就像您刚才所说，我同中国的

相遇可一点儿也不“虚”，就在 1974 年 5 月，我第一次实实在在地踏上这个“大

陆”。我们似乎是自中国加入联合国后首个来华访问的西方知识分子代表团，同

行的有菲利普·索莱尔斯、罗兰·巴特、弗朗索瓦·瓦尔、马瑟兰·普莱耐。当

时的中国友人都称呼我们“原样派”小组的同志们。 

那么，我明确地说一下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件事儿。说起对中国的兴趣在西

方所激起的“反响”，通常人们只会提到“我们”，但其实还有别人，我们算是当

时流行的某种意识形态的无条件支持者。我认为事情本身要复杂得多，我被中国

文化（显然还有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政治动荡）深深吸引，好奇不已，此后也一直

如此，我想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们也和我一样，他们也是代表团的成员。为了更

好地理解这一现象，中国现象，也是（和西方世界不同）另一版本的历史现象，

我当时在巴黎七大注册攻读了四年的中文学士学位，七大也一直是，直到今天依

然是我的学校。当时我也很迷一本（关于中国的）著名的百科全书，这本书，我

推荐给大家，不过，在座的各位想必都已经读过，这本“中国百科全书”，便是

英国学者李约瑟的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化》（即《中国科学技术史》）。 

因此，我就很好奇，想要阐释清楚至少两个一直以来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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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它们也是这场研讨会的一个大背景。第一个问题如下：倘若中国共产主义不

同于西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历史又是如何缔造

这一谜样的“中国式道路”的？这是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回顾，和过去相关。第

二个问题跟和你们的研讨会的主题更为契合，也就是尝试明白中国的性别差异的

观念，即指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也关乎语言和书写的运用，还有（中国人的）因

果观、神灵观、个体观等问题，之后在我视频发言的第二部分，我还会谈到灵魂、

身体等观念，当然，还有女性和男性的观念。 

（中国人的）观念里已形成一种特殊的“人的主体性”，和希腊、犹太及基

督教传统所滋养的西方人的主体性不同。即便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差异，也不是要

在文化之间划分等级，这一个好一些，那一个不够好，而不过是指出彼此的差异

而已。倘若，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差异，这一特殊层次上的差异，那么，女性和男

性之间的主体经验，我再说一次，还有语言和书写等等（如上所述），这些经验

又如何与我们相遇，我们怎样才能和这些“经验”进行交流？也就是说，我们是

否是对立的？是冲突还是“并存”？由此出发，我们如何才能基于这种差异性来

建构一种普遍的人性？ 

所以，你们也看到，所有这些当时困扰我的问题，可一点儿也不简单，在中

国之行的期间，我也没能厘清这些问题，不过这趟旅程倒是催生了一本著作，也

就是《中国妇女》，已有中文译本， 近刚出版，译者是我的朋友，同济大学的

高教授1。不过，在访问中国之后，我渐渐脱离了汉学界，今天，和你们说话的

是作为符号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作家的我，为人母的经历、精神分析的种种实

践，将我带往别处，而这一“别处”对于你们也不陌生，并没有远离你们的关注

点。也正是从“别处”出发，我尝试重新思考 1974 年自己所提出的那些问题。 

您强调得很正确，对中国的兴趣很快就让我把我的女性主义思想跟我对整个

中国历史中女性（身份、地位）状况的追问联系在一起。也是基于此，在这一情

境中，我们创建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妇女自由奖”，当时正值《第二性》的

作者诞辰一百周年，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它在世界范围内开创了女性主义的一个

新阶段。我们把这个奖颁给一些来自于人称“崛起的国度”的女性，第一届的奖

我们颁给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一些女性，在她们身上，女性的地位依旧很成

问题，她们也屈从于一种非常强烈的父权制和封建思想的影响，这片女性的大地

上有不少女性代表，当她们提出自由的要求，不是受到虐待，就受到死亡的威胁，

                                                        
1 译者为赵靓，曾经是高宣扬在同济大学的学生，并由其推荐师从克里斯蒂娃做博士论文。——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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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拜著名的伊斯兰教教规所赐。在这一我很关注的背景下，在这种“崛起

的国度”情境中，中国女性倒是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因为法律允许她们要

求自由，尽管这条法律并不总是得到落实，她们在为让大家认同这条法律而斗争。

因此，伴随着中国女性主义而涌现的是另一种问题，它不在于“激发”，和我们

在阿拉伯世界所尝试的事情不一样，而在于鼓励，在于发展，在于我们相互充实

和丰富。 

“西蒙娜·德·波伏瓦奖”也曾授予两位中国女性，其中一位是郭建梅女士，

她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个名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这个非政府组织尝试为一些具体个案做辩护，试着推动

立法机构的变革，力图改善中国女性的（生存）境况，郭建梅女士为反对家庭暴

力、反对劳动领域的歧视、反对性骚扰而斗争，她也试着（推动）改革乡村的土

地制度。另一位是艾晓明女士，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广东中山大学比较文学

（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她也在为自由而斗争，以她自己不同的方式，也是

一种补充的方式，某种程度上也更为激进。除了对女性状况的学术研究之外，她

也致力于女性主义史、女性权利的争取、移民劳动力等（问题的探究），她的一

些（独立）纪录片，让她在中国和外国都很有名。 

在《中国妇女》一书中，您提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境况的“现代性”、妇

女的解放归功于 1919 年五四运动资产阶级革命，随后也归功于共产党特别是毛

泽东的作用。您是否认为，您是否认为这是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女性主义的根本

区别？ 

JK：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想分两个时期来讲。首先，请允许我回到拙

著《中国妇女》一书中部分内容，我在书中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 20 世纪中国

妇女解放运动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我

也认为这些运动，稍后我会详细分析，植根于更加久远的中国文化里，可以追溯

到神秘的传统中去，即那些人类学传统，那些道教、佛教和儒家传统下的传说和

仪式。 

我今天的访谈也会以这一层面的讨论作为结尾， 我想强调的是，20 世纪的

这场现代化运动，以推翻旧社会为目标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以及后来的共产主义

运动，必然会触及家长制度 、父权、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性自由、个人自由，

在个人自由和司法自由迈出了一大步，尤其是在法律方面成绩卓著，或许是史无

前例的，但是西方社会，甚至是中国社会内部，却对此了解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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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想提到一个人的名字，在我研究资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妇女

解放这一议题的时候，这个人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就是秋瑾。秋瑾是妇

女解放运动中的女英雄，她于 1907 年英勇就义，孙中山称她为“巾帼英雄”。我

想引用她死后发表的一首诗中的一句，诗的题目叫《勉女权歌》2，其中写道，

“那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这首诗作于

1907 年，她就义的那年。直到今天，应该说那些在“崛起的国度”中的女性都

很难有这样的意识，“愿奋然自拔”是非常美好的境界。秋瑾的女儿是在美国受

的教育，之后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飞行员。我刚刚提到的在 1912 年成立的资产

阶级共和国的建国之始的这场妇女运动便标志着妇女解放的开端，首先是受到了

西方妇女争取参政运动的影响，但同时也带有反封建、反父权的性质。 

这场争取妇女权益的运动，又被称为“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它的目标

在于支持共和国政府，要求女人拥有和男人同等的选举权。我想列举几个当时的

有代表性的妇女团体，“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3、“女子后援会”、“尚武会”、“女

子同盟会”、“女国民联合会”等等，值得高兴的是，这些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的妇女团体，在 1912 年 1 月 22 号，在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南京集会，就在你们那

里，组成了一个同盟会，并明确提出在五四运动过后需要落实的一些原则。我想

列举她们制定的一些原则，我再次援引，以使得全世界还不够了解这些 早的妇

女运动的突破的人知道，在 1919 年，中国女权运动发起者们要求男女权力的平

等，比如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废除一夫多妻制度，废除妇女买卖，要求婚姻自主

以及改变家庭旧习俗等等。 

所有的这一切都极其重要。的确，这些运动都是在资产阶级的政策之下进行

的，并不具备纯粹的女权运动的性质，但是它们把这股潮流带进了资产阶级革命

中去了，以便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而不是单纯的女权运动。这些运动，尽管呼声

很高，1912 年表决通过的临时宪法并未保障男女平等，很显然，很多男性会反

                                                        
2            勉女权歌  
  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  
  那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  
  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  
  愿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  
  曙光新放文明侯，独去占头筹。  
  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  
  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3 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于 1912 年 1 月 1 日由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等发起成立，会所设上海社会党本部内，

又称上海女子参政会，为上海光复会第一个妇女团体，以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为宗旨，曾上书孙中山，要

求将男女平等写入《临时约法》内。4 月与女子后援会、尚武会、金陵女子同盟会、湖南女国民联合会合

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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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决议。而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也希望这震撼人心的一幕能保留在人们的

记忆之中，那就是，这些女权主义者，这些争取参政权的女性们因为她们的情愿

没能实现而愤怒不已，涌进了立法大厅，砸碎了玻璃，推倒了门卫。当时，无论

是中国国内还是西方社会都为之震惊。所有人都对此有深刻的印象，它的深远意

义远不是今天能尽述的。 

我还想提一下这一时期，1919 年前后，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位女权主义者罗

克萨娜·维特克曾特别指出毛泽东写过的 9 篇关于妇女现状特别是妇女自杀情况

的文章。这很有意思，因为这些文章恰好可以证明立法改变的不仅仅是处于社会

层面的体制问题，而且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个体命运的真正的忧虑，尽管这一方面

的意义直到今天都迟迟没有显现。 

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在 13 岁的时候也曾经被他的父亲，一个深受儒家思想

影响的中农，给他安排了一个包办婚姻，为了反抗父亲的强权，他曾经尝试过自

杀。我们知道也许他当时并不是真正的自杀，但确实当时是以自杀相逼的。我们

还知道，毛泽东离开家之后，娶了一位名叫杨开慧的女子。 

杨开慧的父亲是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院的哲学老师杨昌济的女儿。杨昌济是

个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也是五四思想的支持者和倡导者。他曾经写过关于中国

家庭改革的文章，用英国家庭体制来驳斥中国当时的家庭制度，并且积极地改变

父系家庭制度中落后的压迫人的一面。这种在中国资产阶级中已经悄然兴起的趋

势影响了毛泽东，于是在 1917 年，他和几个朋友创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

是反对嫖妓、反对纳妾、反对滥用家长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动员大家进一步改革

正在变革的社会，改变妇女的命运，我对这种社会变化非常感兴趣，因为，为了

鼓励女性为改变社会和家庭状况而斗争，这些年轻人计划去法国深造，并且愿意

送年轻的中国女性去法国学习。正好我们谈到过的一位学会的创始人的妹妹就是

这种情况，解放后她成了中国妇联的第一任主席。因而，在妇女参政运动、国民

党的民族主义运动和在这种社会转变中自我解放的妇女所拥有的地位之间存在

着极大的连续性。年轻的毛泽东和关于自杀的文章，及其从 30 年代起他在江西

井冈山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开展的工作，新婚姻法很快被制定出来。 

我们来到中国的时候是 1974 年，还在大跃进时期4，我们周围人们的议论和

报刊杂志上的文章都更强调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家庭而不是取消家庭，而这也是

后毛泽东时代的无政府主义的状况。因而，调整并且在法律上重视家庭和女性工

                                                        
4 克里斯蒂娃的说法有误，大跃进是在 1958 至 1960 年上半年，中国试图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

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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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是很重要的，问题是要平衡家庭主妇和女性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尤其要促

使女性得到提升走上领导岗位。但很遗憾的是，事与愿违。 

现在我来结束这部分的思考，这一切标明，包括国家权力在内，都对促进女

性反抗以前从男权等级制度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阻碍表现出了关注，从这点出发，

人们会朝着促进男女经济、财政同样还有教育平等的方向前进，这将会培养出拥

有所有权利的女性。这绝对是令人神往的，西方大多数的女性主义在这种男女一

致平等的诉求中看到了共性。我们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

会不会抹煞性别上的差异，还有中国延续至今的在日常生活、两性关系、孩子教

育、母性文化、道教的风尚和阴阳调和的思想中的概念？ 

换言之，在一个灵活多变的社会，从 21 世纪初就凸显出另一种女性特质，

它更加注重女性的个性、创造性，而不是单纯追求男女是否拥有同样的权利、是

否得到同样的认同，在这样一个社会，要想防止女性的男性化，防止女性变得阳

刚，女性主题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就体现在这里。就是这样。 

西方世界和中国的相遇是第三个千年的大事，作为世界上 伟大的精神分析

学家之一，您认为中国和精神分析学之间这种相遇的前景如何？ 

JK：女性解放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中国女性去期盼，有时去完成与男人同样

的职能，正是联想到这一点，我认为可以从 19 世纪末起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人文

学科、尤其是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开启一个研究的新领域。我还是想用毛泽东的一

句话来作结，从 20 世纪初到大跃进时期的妇女解放史都集中体现在毛泽东的这

句话中：“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

显然在这个方向上，很多目标没有实现。 

但是，人们可以提出质疑，女性解放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男性？权利上的男女

平等会不会威胁到两性的差异性，不仅是性别上的，还有在敏感度和创造力上的

差异？我还想在这一方面补充一下今天我想对你们所讲内容的 后一部分，除了

权利问题，除了工作、领导职位上的平等之外，谈一谈女性的特质和特性。这时

候，弗洛伊德的思想应该会对我们大有裨益。现在我想让我们的女性听众来关注

这一维度上，可能不那么容易理解，然而却离我们日常的生活更为切近。 

你的问题正好让我深化这方面的思考，那么，女性主义扮演着什么角色？是

要让所有的女人都和男人一样？还是像我在纪念波伏娃诞辰 100 周年时所讲的

那样，这是一场真正的人类学意义上的革命，让我们可以探讨“女人是什么”这

个问题，试图从不同的文化中去理解这一经验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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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尝试去转变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和家庭、和社会关系，在我

看来，前景更加宽广。中国的女性主义发展史激励着我们向这个方向发展，去承

担，去要求，比以前更加坚定地为争取权利而斗争。这也告诉我们，在这些权利

背后，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存在。全球化就是随着这些不同的文化的交融而来，我

们试着深入了解这些文化，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文化沉淀中找到它们。 

让我们看一看女性主义让我们思考的一些重要问题，我呼吁有必要经由对文

化记忆的真正意义上的“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来继续全球化的进程，尼采

所谓的对文化记忆的“价值重估”意味着首先要去认识它们、了解它们。对中国

而言，就是要去认识道教、佛教、儒教和妇女在所有这些经验中的作用，以及它

们是如何在每个人的积习中不知不觉发生作用的。我想说的是，女权运动是“价

值重估”运动中不可缺少、激进的一部分。中国的崛起和现代女权主义的兴起要

求我们进一步彻底地深入这一价值重复的工作。那么怎么做呢？依托人文科学，

大学和能使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场所，特别要借助精神分析法及其 新的研究成

果。 

为什么要用精神分析法？因为之前我已经提到了我的中国之行，我对那场争

取妇女权益的女权运动所作出的贡献。还有一个理由与精神分析法以及我对此的

研究有关。四年的汉语学习，我开始已经提过了，并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心理学家、

我也不是从精神分析入手研究中国的行家, 我所接触过的精神分析对象中只有

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都是在法国出生，会讲中文，他们已经极为西化了，他

们只是偶尔说说中文，部分认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我看来他们比一个现代的普

通中国人更能代表全球化背景下涌现出来的一批人，我称之为“多语人”。 

但如果说我仍然接受你们的邀请来深入地谈一谈当今全球女权运动对中国

的贡献，尽管它和中国大陆的接触很少，那是因为一方面本人作为一个符号学家、

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女人，我深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即欧洲文化面对面交

流时面临的巨大挑战，这一挑战比经济、财政、军事、政治挑战都要复杂得多。

这是文化挑战。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我深信精神分析法在人文科学中占据特别的位置，在我看

来也许是独特的、决定性的位置。有着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们和有着西方、希腊、

犹太，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可以展开的。历史上欧洲

的哲学家们知道这一巨大挑战的存在，我只举一个例子，十七世纪的哲学家、数

学家布莱斯·帕斯卡在他的《思想录》中写道：“摩西和中国，哪个更可信？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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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考虑这一问题是不可取的，这其中有阴影，有光明，应当把书放在桌上，进入

并阅读文本，然后再回答这个问题。摩西还是中国？” 这是一个内涵丰富、极

具挑战意味的说法。 

当他回答“摩西”时，可能联想到的是希腊-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三种传

统围绕人的身份和唯一性的概念集中体现在摩西身上。他可能想到了埃洛因也就

是日后的耶稣在摩西出埃及时说的话：“我是自有永有”，欧洲思想史又重新提到

这句话，我不想围绕“我是谁”这个话题详细讲述这段历史，这个话题是欧洲哲

学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弗洛伊德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研究的话题，他让被这个问题

所困扰的人躺在沙发上，对他说：“告诉我你怎么爱？”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采取了大胆的捷径，引导大家去设想，存在、存在的

特殊性和“我是谁”这类问题并不是中国人思想的基础，中国思想并不关心基础

和根源问题。因此，在我们面前的中西方文化的交锋是很难进行的。那么在关注

人、关注“我”、“我是谁”的西方社会和对这些概念置若罔闻的中国思想之间是

否存在可能的相遇？两者间的对立是不可缓和的还是仍然存在可以沟通的地

方？因为事实上，深受道、儒、释三重影响的中国思想并非建立在“存在”和“我”

这些问题之上。由于汉学家们现在提到养生——一种意在维护生命、养护生命的

气的统一，所以在围绕人、个体、自由、真理，尤其是性别身份的问题上，不存

在中西方之间是否有交锋这样的问题。 

我想起 1974 年和菲利普·索莱尔斯、罗兰·巴特一起的那次中国之旅。在

西安地区，人们自豪地指给我们看中国母系社会时期的那些考古证据。他们挖掘

了两个时期的墓穴，有不同的丧葬习俗。首先，两性的墓穴是分开的；后来祖母

的尸骸位于墓穴的中央，家庭其他成员的尸骸围在她的四周，这是母系氏族的表

现。 

从那时——1974 年以来，这些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近些年来的考

古研究让人们开始关注一个生活在云南、四川边界的少数民族——纳西族。在现

代化的中国仍然存在这样一个民族，他们的族人通常不结婚，因为没有婚姻，因

此也没有父亲这个社会角色。这有别于与父权和男性先祖密不可分的严格的儒教

传统。 

在他们的社会中，不分单独的个体，男性活动成员由女性联系在一起。在这

里甚至没有父亲或丈夫这样的字眼。群体是由出自同一位女性先祖的母系社会成

员构成，分成姊妹群和兄弟群，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共同抚养后代。这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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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着男方去女方家走婚的习俗。在今天的一座纳西族的村庄里，仍为女性专门保

留了一个房间来行云雨之事，不说是来过男人，只说是来过云雨。由此可见，男

性处于可替代物的地位，而不是作为个体的男人，而是作为男人的肉身。不过，

同一家庭血亲之间的乱伦是被禁止的。可见这是母系社会的一种运行模式。赋予

性别实体，尤其是赋予男性的角色是潜在的，具有非常丰富多样的情爱技巧，这

在道教文化中也有所体现。 

我要着重强调，在这个维度里，身体不是单个意义上的，而是由各个部分一

块块组装起来的，它们可以是性器官，也可以是五种感官，无一不跟道家思想中

的气流、感应息息相关，或者可以说，跟天地宇宙息息相关；与此同时，它们也

通向弗洛伊德和拉康学说中对快感与享乐离奇荒诞的体验，同西方思想体系中神

秘主义的幻想不谋而合。举例来讲，我想起了前面提到的《黄庭内外景经》、《精

气合一》和《悟真篇》，篇篇都是道家两性交媾的仪式，这些纲略真切地描绘了

前面所说的交媾图谱，甚至展示了当中的细节：一对伴侣尽可能地抛却所有，心

无旁骛，他们试图“复归于婴儿”，重新寻回对母亲的归属，等等。（内丹的）修

炼被描绘成一种浸淫于“道”的状态；在这里，阴阳互生。所有这些都与老子的

思想遥相呼应，在后者看来，每个人都是一个老去的孩童，可以重塑自己的身体，

即便父亲缺席，他也能重新成为自己的母亲，体验到逆向走入永生的乐趣。 

不难看出，我们身处的这个维度甚至不排斥乱伦，这里的身体是碎裂的、两

性同体的，它不需要父亲，而是通过幻想一种子宫内的生命状态去追溯母系氏族

制的记忆，从而抗拒死亡。这是父系社会和一神论的背面，在这一面，或许还可

以这样说，女人裹小脚就是圣经中男性割礼的背面，是女人为阴性难以推拒的性

享乐而领受的惩罚。所以，正是这种变幻无常，和这具碎裂的、两性同体的身体

荒诞的享乐，打破了禁忌，而父系礼法的藩篱根本不曾存在。至于建立起严格的

礼法和制度，为了抑制情欲，给道家孑立天地宇宙间的身体强行披上一件父系封

建道德的外衣，那便是儒教的雄心壮志了。 

回到前面说的享乐，拉康把这一概念引入了现代精神分析学，并给出了两个

解读的变体。一方面，它会让我们无动于衷，会浇灭我们享乐的快感，因为我们

（作为西方人）无法理解（这种东方哲学）。另一方面，拉康把它归入一种反常

的、倒错的经验，这倒与变态自恋者的单纯的想入非非类似，可以纳入行为受限

的人，甚至近于精神病人。说到这儿，这一研究领域的目的也在于不停地建构、

解构、再建构男人-女人的组合，寻找这个二元对立可能的重新组合形式，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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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个 20 世纪留待我们展望的问题。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视角，我才不止一次地提及道家思想中露骨的情欲传奇，

因为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小说和电影当中同样自觉不自觉地承载着这些理念

——两性关系中大胆露骨的性心理经验——，只不过以更加隐秘的方式。从而不

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必然存在着一种性心理上的二元对立，存在一种罪恶感已经

消解掉的双性同体，而且这种双性同体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因为要知道，道家

的“顺性修养”须得身体与灵魂相互交融。所有这一切，与其他任何文明，尤其

是父权模式主宰的西方基督教文明相比，都显得更加突出、强烈，甚至愈发大胆、

近乎淫秽。 

刚刚说过，在 21 世纪的中国小说电影中，依然看得到这些露骨的情节。事

实上，在广大民众看来，它们本身就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夫妻身上，存在于世代的

子嗣繁衍当中。然而，尽管女性性享乐就这样被赋予中心地位，尽管生育繁衍的

欲望一度备受激发，但 终，经济限制还是迫使每个中国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

于是，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性心理层面双性同体的夫妻关系早已终结，但却仍然

维系着过去鲜明的表象：我是男人/我是女人。 

而此刻在西方，建立在性享乐上的生命状态则把我们引向另一个方向——强

烈的性欲与生殖欲望，这也是社会契约与夫妻关系的核心。与圣经中的夫妻模式

乃至整个犹太民族所奉行的同一模式对照，这种根植于生育繁衍的模式，对于人

类的延续，似乎是现代所有模式中 为强大有效的。这样一来，我们便面临两种

不同的繁衍模式——犹太-基督教模式和中国模式，值得世界女性主义研究者以

大的耐心去探讨分析——不只是它们的历史，还有它们当下的命运。再强调一

遍，就像中国的电影小说所展现的那样，中国妇女心理和生理上的双性同体一早

就从枷锁中大胆解放，那么对于女性主义者或者其他人而言，除了西方文化——

帕斯卡口中的摩西——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从我简要的概述中还能得出什么

结论呢？ 

回到精神分析，我认为要重提的第一件事就是，恰恰是精神分析 早开始将

中国式的“顺性修养”，以及男-女、灵-肉、语言-音调、意义-表意、文-言等

等身份变幻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我可以给诸位举几个关于母子关系的例子，对

此现代精神分析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的研究工作也在这个领域，因此我可

以举两个例子。 

例如，在经典弗洛伊德学说中，母亲不太被作为深入研究的对象，温尼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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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cott）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海德格尔和弗洛伊德之后，

尤其是拉康之后，人们认为，应该说我认为，母亲对于孩子而言，绝不是主体与

客体分离这一意义上的客体，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或者说母亲拥有一种地位，现

代精神分析把它叫做“物”，也就是一种还未同主体分离的实质，用我的话来讲，

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现阶段我把它称为依赖（reliance）：它可以是暴

躁甚至是憎恶，它既能体验孩子的怒气，也能体验母亲对客体强烈的控制欲；但

同时它也可以是一种升华，作为升华的载波，主体由此开始为自己创造脱离母体

的能力，从依赖中孕育出灵肉之间连续不断的升华。而诗人的创作正是来源于这

种依赖，神秘主义者的思想也源于此，精神病患者和一些放肆的作家也会有这种

强烈的依赖情结。 

比如，塞林纳探寻卑劣、厌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强烈对抗，他创作的涉及

母子关系的剧本就体现了这一点。换言之，在看待母子关系早熟的问题时，现代

精神分析学会借用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特有的“延续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

成中国人，但这能使我们在某方面更好地了解中国，以及西方人的精神问题中仍

被忽视的、有待解释的部分。 

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西方思想的先进之处是如何帮助中国人的。我要提到

的这个中国人如今在法国是一个名人，我是我的汉语老师，当时我试图在汉语领

域学到一些技能。他曾经向我夸耀中国思想里这种永久的延续性有多么强的适应

能力。直到有一次，他很沮丧，他才跟我说了这样一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当

绝望袭来，我束手无策。我缺乏一个目标，一个他者去关注，一个可以信奉的人。”

换言之，自我与他者区分的缺失，希腊思想、犹太思想和基督教思想赋予我们的

相异性的概念化，在他那里是一种缺失的东西。他寻找着这个与他分隔的极点，

找到了这个点，他就能够走出延续性，可以关注它，信奉它。他陷入了一个两难

的困境，他跟我说：“要么，皈依天主教；要么，躺到（精神分析学家的）沙发

上。”我觉得，这种两难的困境是今天每个成长在中国的人都有可能遇到的。 

我还想说的是，宗教和西方精神理念对某个阶层的影响非常巨大，虽然这一

阶层还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西化，但是无论如何，它都会在中国发展壮大。宗教，

一神论的宗教，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地位，精神分析法对中国的年轻人又有怎样

的吸引和诱惑。 

我要说的 后一点是，精神分析法为这种不自在的生存状态给出的答案是什

么，这种不自在就像我们在西方所感受到的抑郁，性别差异，我们给出的答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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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我们怎么做才能行之有效。 

后一个例子是我在北京大学遇到的，当时我刚做完一场关于《天才女性》

的讲座，我正要向中国女性解放事业致敬的时候，一位年轻的男士站起来对我说：

“但是，谁又能把我们从妇女那里解放出来呢？作为男人，我们被埋没了，我们

没有选择，我们只能在家庭暴力和同性恋之间进行选择来保护自己。”这让我很

清楚地意识到，我刚才对双重性别的认可并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带来某种独特的享

乐，而且，虽然我说过这种复杂的内心变化在心醉神迷的快感中体现了一些道家

思想，但是它不能取代现代人在走向相异性时所要经历的震颤，而精神分析学能

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所以，如果说中国社会和西方主体性之间有差距，

那么其实我们欧洲社会内部也有一些发展正在向这种中国式的延续性靠拢，尤其

是在写作、升华、艺术和音乐等方面。 

我想到了科莱特，比如她在《纯洁的和不纯洁的》一书中赞美了一种我们所

谓的初发的女性同性恋，这种感情被描绘成一种天堂般的美好，两位兰格伦的女

子（Dames de Llangollen）并没有被描绘成打破禁忌的同性恋者，而是完全无罪

恶感的母女之间的乱伦，像孩子般天真地生活着。这与另一种被普鲁斯特自己称

为被诅咒的种族的同性恋模式截然不同。在科莱特那里，呈现的是没有任何负罪

感的天真无邪。科莱特在某些方面表现得像个道家的智者，从母亲那里得到滋养。

玛格丽特·尤斯纳尔，我们的法国作家，可能中国读者也知道她，她说科莱特就

跟古老的中国一样复杂。 

此外，我们认为菲利普·索莱尔斯的很多小说融合了天真与乱伦，跟这种道

家的享乐很相似，而让-米歇尔·卢的《孩子的身体，中国的身体：索莱尔斯与

中国》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简单阐述的这几点都体现出中国文化也会借

用西方思想和特殊的精神分析法来解决一些心理上的难题。而反过来，西方的哲

学和文学又在朝这种延续性发展，并受到中国养生之道的影响，但它们是社会化

的产物，不是建立在本体论之上的，而是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这些都说

明，我们中西方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 

但这是需要前提条件的，我也想对出席本次会议的女权主义者们说，一方面，

我们西方人要努力尽可能地学好你们的传统文化，不论是道、释还是儒家，也要

了解你们的政治历史以及你们现在所进行的斗争，并以此为出发点，反思我们在

对西方形而上学进行重新评估与解构的过程中提出的概念。另一方面，作为女权

主义者，你们不能只是照搬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而要更加关注你们自己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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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它、驾驭它、评价它，当然，你们可以借助于西方的哲学和人文科学，但要

以你们自己的方式去发展它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差异，也

就是不同之处，我们才能搭建起沟通的桥梁。由此可见，女权主义也不仅仅是一

种抗争运动，而是一个漫长的人类学的研究，残酷但很丰饶，因此会为我们开辟

新的视野。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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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活动大事记】 

 

2012 年 2 月 29 日，孙江教授等赴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参加学术会议 

2012 年 3 月 2 日，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教授来访 

2012 年 3 月 4 日，高研院代表团访问德国哥廷根大学 

2012 年 3 月 5 日，高研院“环境与社会”研究小组举行团队活动 

2012 年 3 月 6 日，第三期南京大学文科青年教师方法论培训开班 

2012 年 3 月 11 日，美国罗切斯特大学人文与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 Thomas DiPiero

教授来访 

2012 年 3 月 12 日，英国伦敦大学 Scott Lash 教授来院讲学 

2012 年 3 月 15 日，高研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王宁教授来院工作 

2012 年 3 月 26 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彭锋教授讲艺术策划 

2012 年 3 月下旬，高研院驻院学者赴国外著名高校做短期访学 

2012 年 4 月 6 日，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特命大使演讲 

2012 年 4 月 7 日，高研院“媒介文化研究” 团队举行学术活动 

2012 年 4 月 12 日，新疆教育系统代表团访问高研院 

2012 年 4 月 15 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系 Gerald Cupchick 教授来访 

2012 年 5 月 20 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裴程主任来访 

2012 年 5 月 20 日，高研院特聘教授、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顾明栋教授来院工作 

2012 年 5 月 21 日，高研院“性别研究”小组举行团队活动 

2012 年 5 月 25 日，第二届德语精英班面试工作结束 

2012 年 5 月 27 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文科代表团访问南京大学 

2012 年 5 月—6 月，高研院举办系列学术活动迎接南京大学 110 周年校庆 

2012 年 6 月 1 日，高研院“象征与记忆”研究小组举行团队活动 

2012 年 6 月 6 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校区戏剧系 Lynette Hunter 教授来访 

2012 年 6 月 8 日，美国布朗大学 Pembroke 妇女研究中心主任 Kay Warren 教授

来访 

2012 年 6 月 9 日，南京大学-布朗大学“中国性别研究”国际会议召开 

2012 年 6 月 12 日，陈蕴茜教授参加国际人文社会科学联盟（CHCI）2012 年会 

2011 年 6 月 14 日，“殖民现代性，社会科学和进化女性主义”工作坊 

2012 年 6 月 17 日，高研院名誉院长张连珍讲授“周易与人生智慧”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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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 20 日，高研院“城市空间”研究小组举行团队活动 

2012 年 6 月起，高研院副院长何成洲教授应邀赴德讲学半年 

2012 年 6 月至 8 月间，南大高研院与台湾大学高研院互派学者访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