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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研究·历史学的空间与时间

  【主持人语】空间与时间是历史学的两大要素,近年来更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本专题的两篇论文,分别从观念与空间的关系、西方线性时间观对中国历史分期的影响两

个方面,探讨了空间与时间问题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在 《观念与空间:跨国视域下

观念的流动与变迁》一文中,张旭鹏提出,要从空间的角度考察观念,注意到观念在进入

不同的空间时所发生的语义变化,以及观念在这一过程中所获得的兼具两种语境特征的混

杂性,这对于拓展和丰富思想史研究有重要价值。在 《清末民初共时意识下的 “近世”书

写》一文中,朱文哲回顾了清末民初中国人对西方历史分期方式的移植,并以 “近世”这

一概念作为切入点,指出全球时间革新对于人们认知最近的历史阶段以及展望未来所产生

的深远影响。两篇论文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空间和时间问题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也希望借此推动历史学对空间和时间的深入研究。

(张旭鹏)

观念与空间: 跨国视域下观念的
流动与变迁*

张旭鹏

【摘  要】 空间是观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随着历史研究中 “跨国转向”“全球转

向”的兴起,人们愈发关注观念的流动以及观念在进入不同的空间时产生的种种与原初内涵

迥异的变化。一方面,观念需要作出调整,以适应这一新的空间;另一方面,观念也会被这

一新的空间加以改造。观念的流动性最终为观念带来一种混杂性,使之兼具原初语境和新语

境的共同特征。研究观念与空间的关系,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观念在迁移和挪用时所遭遇的各

种复杂性和可能性,进而认识到观念在跨越空间的常态中也往往获得了更多创造性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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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观念或思想以及特定意义上的概念或关键词,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它们置于时

间的框架内,考察其兴衰与演进,或者因时代变迁而发生的语义变化。比如洛夫乔伊 (ArthurO.
Lovejoy)的 《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即对 “存在之链”这一观念从古希腊到中世

纪直至18世纪的发展演变作了一次漫长的梳理。① 雷蒙·威廉斯 (RaymondWilliams)的关键词研

究亦是如此,他称之为 “历史语义学”(historicalsemantics),指出其明显特征在于 “不仅强调词义

的历史源头及演变,而且强调当下的意义、蕴涵与关系”。② 同样,哈里·李特尔 (HarryR.Ritter)
在探究历史中的概念时,也规定了研究的两个主要内容:“第一,对所要讨论的观念给出一个简明的

定义;第二,讨论这一观念的历史,特别是在历史编纂的范围内。”③ 由此可见,传统的观念史研究

总是与时间联系在一起,时间构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当然,观念史的研究中并不缺少空间,
但与时间相比,空间并不具有优先性,它只是对观念的一种限定,与时间共同构成了所谓的 “语
境”,用于历史地理解观念所要表达的意涵。正如昆廷·斯金纳 (QuentinSkinner)所指出的:“社
会语境作为最终的框架,有助于确定一个人在原则上有可能传达出的那些在习惯上可以得到辨认的

意涵。”④ 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中 “跨国转向”和 “全球转向”的兴起,人们愈发关注观念的流动,
以及观念在进入不同的空间时产生的种种与原初内涵迥异的变化,空间因而在观念史的研究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 观念的空间特性

空间在观念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由观念的性质所决定的。洛夫乔伊在 《反思观念史》
一文中对观念的特性作过如下总结:“观念是世界上最具迁徙性的事物。”⑤ 洛夫乔伊提出这一论断的

本意,是为了强调观念研究应打破学科界限,尽可能地去考察观念在各个学科中的表现,不论这些

学科是属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在洛夫乔伊看来,学科的设置及过度的专业化会让

专家忽视其研究领域之外的一些重要现象。对此,洛夫乔伊坦言:“有时甚至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

个有着重大历史影响和意义的概念早已不为人所知,因为它的各种表现形式,构成整个故事的各个

部分,过于广泛地分布在历史研究的不同领域,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能清楚地认识到这

一点。”⑥ 达林 · 麦 克 马 洪 (Darrin M. McMahon)认 为,洛 夫 乔 伊 试 图 利 用 观 念 的 迁 徙 性

(migratory)来表明,观念史是一门可以统合和协调所有其他学科的 “元学科” (meta-discipline),
而这一点正是其在当今依然有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⑦

大卫·阿米蒂奇 (DavidArmitage)也借用和重申了观念的迁徙性,但其用意是希望利用观念固

有的流动性打破空间对观念的限制,在思想史研究中展开一场 “国际转向”(internationalturn)。阿

米蒂奇看到,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所讨论的问题往往关乎稳定性而非流动性,涉及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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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事物而非混杂交错的事物。①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学家基本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展开研

究,缺乏一种跨国的、国际的和全球的视野。因此,只是在全球史兴起后,人口、技术、商品、物

种、疾病的跨空间———既可以是跨国家、跨地区,也可以是跨大陆、跨半球———流动,才成为历史

学家普遍关注的对象。这里需要提到的是,两本全球史的奠基性著作在跨空间问题上已经作了开拓

性研究,它们是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H.McNeill)的 《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和阿尔弗

雷德·克罗斯比 (AlfredW.Crosby)的 《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和文化冲击》。前

者出版于1963年,主要论述了包括北非和欧亚大陆在内的旧世界如何通过人口迁徙、技术交流、贸

易和战争实现了各文明之间的交互影响;② 后者出版于1972年,是最早考察东西两半球之间物种和

疾病交换的著作之一。③ 两部著作基本上确立了日后全球史研究的各种主题,也都强调了空间以及跨

越空间的交流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正如麦克尼尔在那篇25年后对 《西方的兴起》加以回顾的文

章中指出的:“在一个已经形成的文明内部,交通和交流方式对信息流通非常关键。当它们改变时,
这个文明的边界和范围就会发生变化。随着交流方式的改进,一个新的景象出现了,这个时候各种

文明开始愈发频繁地相互接触,其方式也越来越急迫,因为在这些环境中各个文明的自主性和独立

性开始萎缩。”④ 不过,即便如此,观念或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成为全球史考察的对象。这

里面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相较于人口、商品和物种有形且可见的流动,观念和思想的流动是无形的,因而在把握

它们的传播轨迹、厘清它们在穿越不同空间时产生的种种后果上存在更大的难度。艾玛·罗斯柴尔

德 (EmmaRothschild)就曾指出,观念在长距离的空间传播中,由于在不同的语境中被多次接受,
加之研究者立场的差异,会产生一条她称之为 “观念之弧”(arcsofideas)的变形轨迹,从而离其本

义越来越远。⑤ 其次,早期的全球史实践者大多采用了经济史、文化史 (文明史)的路径,或者使用

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他们更关注的是影响全球变局的经济转型、社会变革、制度兴替、文化

转移等结构性问题。⑥ 与之相比,观念或思想的流动尚不具有如此大的潜能,故而较少为历史学家关

注。另外 一 个 更 为 重 要 的 原 因 是,对 于 观 念 或 思 想 的 研 究 更 容 易 受 到 方 法 论 上 的 民 族 主 义

(methodologicalnationalism)的影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倾向于从本质主义 (essentialism)的角

度理解所研究的对象,认为它们总是与民族或国家这样特定的范畴相关,即使脱离了民族或国家的

疆界,也不会有本质上的变化。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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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一思路,观念和思想的流动将遵循着传播主义 (diffusionism)的路径,也就是说,观念

通常从其发源地亦即产生它的中心向外围传播,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保持不变。不仅如此,传播主义

还认为,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是固定的甚至是永久性的,中心地区产生具有原创性的观念和思想,而

外围只有被动和无差别地对之予以接受。詹姆斯·布劳特 (JamesM.Blaut)将这种抬高中心地区和

贬低外围地区的做法称作 “空间精英主义” (spatialelitism),① 它虽然承认观念在不同空间中的流

动,但将观念的特性依附于某些更具优先性的空间之中,进而否认了观念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的种

种变化。因此,在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的作用下,观念的迁徙只不过是从中心地区向外围的输出,
而外围地区在接受来自中心的观念时并不会对之予以能动性的调整或改造。

以 “现代性”观念为例。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认为,现代性产生于西方,其各种内涵,如理性、
工业化、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族国家等,都是西方社会特定的产物。非西方社会所发展的现代

性,要么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模仿或移植,要么只是西方现代性的一种变体。其结果是,西方的现代

性将在全世界流行开来,世界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同质化,进入福山 (FrancisFukuyama)所谓的

“历史的终结”时期。新的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不仅考虑到现代性相对于传统而言的时间意蕴,也考

虑到了它的空间特性,即现代性有着地域上的多种起源,同时也具有自我更新的流动性。即使是源

自西方的现代性,它在不同的实践、语境和空间中也会转换为不同的形态。现代性因而是复数的,
多元现代性、替代性现代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真实的。② 如此一来,现代性将不再等同于西化,
西方的现代性也不再是唯一的 “真正的”现代性,非西方社会从而能够自主和能动地完成向现代社

会的转型。由此可以看到,空间范畴的引入赋予了观念更多丰富的内涵,观念不是绝对的和僵化的,
当它从一个空间转移到另外一个空间时,其形式和内容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艾森斯塔特 (S.N.
Eisenstadt)在论述多元现代性时,曾就观念与空间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非西方社会对最初的

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特定主题和制度模式的挪用,带来了对这些引进观念的持续不断的选择、重释

和重构。这一切引起了不断的革新,伴随着新的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出现,逐渐展现出新的意识形态

和制度模式。”③

再回到阿米蒂奇,他在 《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一文中,首先强调了观念和思想 “生而国际”
(borninternational)的特质。④ 阿米蒂奇认为,这种特质主要来自观念的创造者所秉持的国际主义

精神。大约从15世纪开始,欧洲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推进交往与合作为目的的 “想象的共

同体”(ImaginedCommunities),他们借助拉丁语通信、互赠著作、互通信息、海外游学等活动展开

学术交流,打破了语言、民族以及政治疆界的障碍,创建了一个遍及全欧的观念和思想流动的网

络。⑤ 阿米蒂奇看到,“文人共和国”(RepublicofLetters)所营造的这种跨国空间,以及由此产生

的乐观而坚定的文化国际主义,使得观念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跨越空间的潜能。当代学者应当了解

并发掘观念的这种潜能,用之去抵制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阿米蒂奇甚至认为,空间是思想史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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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边界。① 而观念对于它所产生于其中的空间的突破,有助于思想史跨越这一最后的边界,同时也有

助于人们去重构关于空间的经验,认识到空间不应被限制在民族或国家的领土疆界之内,它更加广

阔,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

如果说观念 “生而国际”的特点意味着观念对固有空间的超越,那么欧洲与外部空间的接触为

检视既有观念并对之加以全新理解提供了一个机会。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跨洋探险以及随之而来的

殖民主义扩张,让欧洲关于异域知识的积累更加丰富和系统化,同时也对原有的知识体系形成冲撞。

阿米蒂奇同样看到,欧洲与美洲、印度洋世界、大西洋世界以及后来的太平洋世界的跨文化遭遇,

为近代早期的思想家带来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让他们得以检验欧洲既有的关于自然、文明、政治

共同体、财产、宗教多样性、宽容等概念。② 以国际关系中的 “自然状态”(thestateofnature)观

念为例,对它的认知就来自对美洲印第安土著社会的经验研究,而非欧洲的政治思想权威文本。比

如,霍布斯 (ThomasHobbes)通过分析欧洲人在美洲的游记和报道指出,美洲印第安人的自然状

态是一种没有公共权力制约的野蛮状态,它必将导致 “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而卢梭 (Jean-
JacquesRousseau)的观察与霍布斯完全相反,他认为自然状态不会导致战争,而是一种彼此孤立但

却能和平共处的生活方式。这种对美洲土著社会的不同认知,成为理解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两种重

要模式,也为后来汉斯·摩根索 (HansJ. Morgenthau)提出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肯尼

思·沃尔兹 (KennethN. Waltz)提出新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灵感。③

阿米蒂奇的这篇文章至少有两点重要之处。第一,观念天生的迁徙性或 “生而国际”的特点说

明,观念和思想虽然产生于特定的空间,但不会局限于这一空间,而是会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多种

渠道向外传播,进入到不同的空间之中。换句话说,观念总是开放的,有助于拓展人们对于空间的

理解。第二,观念所能触及的空间越大,尤其是围绕某种观念的跨国空间的形成,会对既有观念产

生新的认识,使之获得更多在单一空间中所无法展现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空间同样有助于拓

展对于观念的理解。客观而言,这两点虽然为人们反思观念与空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但并没有道明问题的全部。

二、 观念的跨空间旅行

阿米蒂奇提出思想史的国际转向,旨在将观念和思想的研究置于更广阔的空间中,以此说明空

间对于观念的重要性。他在此前发表的一篇题为 《什么是大观念? 思想史与长时段》的文章中,曾

主张将观念置于长时段,也就是更大的时间范围内加以考察。在阿米蒂奇看来,引入长时段的目的

在于通过建构一种跨时间的历史 (transtemporalhistory),为观念和思想的研究创造一种连续的语境

(serialcontexts),进而探究蕴含在观念之中的历史 (historyinideas)。④ 与之类似,通过赋予观念一

种更大的空间,则可以建立一种跨空间的历史 (transpatialhistory),为观念和思想的研究提供一种

彼此联系的语境 (interconnectedcontexts),拓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过,阿米蒂奇在重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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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Armitage,TheInternationalTurninIntellectualHistory,inDarrinM. McMahonandSamuelMoyn,eds.,Rethinking
ModernEuropeanIntellectualHistory,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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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Armitage,WhatstheBigIdea?IntellectualHistoryandtheLongueDurée,HistoryofEuropeanIdeas,Vol.38 (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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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空间的关系时,对于观念在跨越不同空间时所发生的变化并没有给予更多的论述。这一缺憾在他

那本被认为是全球思想史开拓之作的 《独立宣言:一种全球史》中亦有体现———阿米蒂奇只是考察

了 《独立宣言》的文本及其所代表的理念在世界各地传播和接受的历史,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模

仿和类似于 《独立宣言》的文件,但并没有重点分析 《独立宣言》的接受者是如何挪用和改造这一

文本,借以表达新的观念。① 其实,当前尤其是在观念和思想愈发频繁地跨越边界的时代,考察观念

和思想在不同地点、不同情境中的动态变化,才是更应该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观念在进入新的空

间时,要适应当地的语境并作出调整、发生变形;另一方面,人们在接受一种新的外来的观念时,
也会依据实际的情况对之加以改造,甚至包括误读和错用。

后殖民主义的奠基人之一爱德华·萨义德 (EdwardW.Said)较早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82
年发表的 《理论旅行》一文中对之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萨义德首先看到,观念和理论在人与人、情境与

情境、时代与时代之间的旅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文化和智识生活通常就是由观念的流通所滋养,也因

此得以维系。当然,观念和理论的流通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无意识的影响、创造性的借用,还是

整体上的挪用,观念和理论由一地到另一地、从一个空间到另一个空间的运动,既是活生生的事实,又

是思想活动成为可能的一个前提。不仅如此,观念和理论在流向不同的空间时,接受或抵制它的情况会

怎样? 其影响力是有所增强还是有所减弱? 这些同样是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对此,萨义德指出:“这
种向新环境的运动却绝不是畅行无阻的。它势必要涉及不同于起点 (pointoforigin)的表征和体制化

过程。这就使得对于理论和观念的移植、传递、流通、交流所做的任何解释都复杂化了。”②

为了更好地加以论述,萨义德对一般意义上的观念和理论的流动过程进行了概括。他将之分为

以下四个阶段:

首先,要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系列发轫环境,使观念得以产生并进入话语之中。其

次,要有一段可以横向穿行的距离,一个可以穿越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便于观念从之前某一

点移向另一时间点和地点,并在其中重新展现其重要性。再次,要有一系列条件———可以称之

为接受条件,或称之为作为接受必不可少之一部分的抵抗条件———这些条件之后将面对这一移

植过来的理论或观念,使之有可能引进或得到容忍,而无论它看起来可能多么地格格不入。最

后,现在全部 (或部分)得到容纳 (或吸收)的观念,就在一个新的时间和地点中因其新的用

途、新的位置而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③

萨义德在这里为观念穿越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流动或旅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链条。借助这一链条可以

看到,观念流动的起点是观念产生的原初环境,这一环境要有助于观念的孕育和生长,这是观念流

通的根本。链条上的第二个环节和第三个环节表明,观念要有一条使之旅行的通道,并在穿过这一

通道时能够克服可能出现的对它的抵制,同时还要保证观念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后,依然能够彰显

其价值和作用。这说明了,并不是所有的观念都可以流动,只有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才可能经

受住不同语境的销蚀。链条的最后一环显得最为重要,它揭示了观念旅行的意义和结果,即观念最

终会发生变化,但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的内容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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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这一问题,萨义德以卢卡奇 (SzegediLukácsGyörgyBernát)的 “物化”
(reification)理论为例,考察了它在旅行或传播当中的不同际遇。卢卡奇的 “物化”观念来源于马克思

在 《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他在1923年出版的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

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一书中对之进行了系统论述,意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创造出的物成为人的控

制者,人因而受到物的支配,失去了原有的主体性。按照卢卡奇的说法就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

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

人相对立。”① 卢卡奇进而指出,在一个被商品拜物教主宰的时代里,物化将成为无产阶级难以摆脱的

宿命,无产阶级只有在主客体辩证统一的 “总体性”(totality)亦即总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才能克服物

化。为此,无产阶级需要一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拥有自己的阶级意识。
作为卢卡奇的学生和信徒,罗马尼亚裔法国文学批评家吕西安·戈德曼 (LucienGoldmann)继

承了物化、总体性等理论,但将之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领域转用至社会意识、道德生活和文学艺

术层面。戈德曼指出:“物化主要是指超越个体的社会整体意识的消失。”② 以此来看文学领域,物化

就表现为文学作品愈发不能体现社会的总体性,正如在商品生产领域主体退化为客体而消解了主客

体相结合的总体性一样。在1955年出版的代表作 《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用卢卡奇的物化、总体

性等理论分析了帕斯卡尔 (BlaisePascal)和拉辛 (JeanRacine)的著作。不过,在戈德曼的描述

中,卢卡奇的那种因抵抗物化而生成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被转化成为帕斯卡尔和拉辛所属的冉

森教派 (Jansenism)的世界观 (visiondumonde);卢卡奇理论中激进的革命性,则被转写为帕斯卡

尔和拉辛著作中的悲剧意识。
显然,戈德曼对卢卡奇的理论进行了弱化和改写,消除了其中的战斗性和革命精神,这不仅是一种

误读,而且曲解了理论的本义。不过,萨义德却认为,虽然任何对理论或观念的借用、解读和解释都涉

及误读,但不能将之上升到一种普遍原则,认为一切解读均系误读,而是要看到误读的合理性及其产生

的历史根源。萨义德指出,误读往往是情境的变化所致,它是观念和理论旅行中常见的现象:

在我看来,完全可能把误读 (当它们出现时)判定为观念和理论从一个环境向另一个环境

进行历史迁移的一部分。卢卡奇是因一种情境并在这种情境内写作的,而这一情境产生的有关

意识和理论的观念,与戈德曼在他的情境中产生的观念大相径庭。把戈德曼的著作称为对卢卡

奇著作的误读,并紧接着把这一误读与作为错误解释的一般阐释理论联系起来,就等于没有对

历史和情境予以审慎的关注,而这两者在把卢卡奇的观念改变成戈德曼的观念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③

萨义德特别强调了,作为两种不同的空间或情境,卢卡奇的 “布达佩斯”和戈德曼的 “巴黎”在决

定观念和理论变化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布达佩斯’和 ‘巴黎’是不可还原的首要条件,它们提供

了限制并施加了压力,考虑到每一位作者的才华、偏好和兴趣,他们需要予以回应。”④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从布达佩斯旅行到巴黎并不是终点,它随后又来到了雷蒙·威廉斯的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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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W.Said,TravelingTheory,inTheWorld,theText,andtheCritic,p.237.



威廉斯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剑桥接受了戈德曼的理论以及经戈德曼引介过来的卢卡奇的理论。威

廉斯赞成卢卡奇的那种旨在消灭物化的革命的总体性观念:“总体性观念就恰好成了反对这一显见的

畸变 (指物化———引者)的批判武器,而且也的确是反对资本主义自身的批判武器。”① 但是,正如

萨义德指出的,剑桥不是革命的布达佩斯,威廉斯也不是卢卡奇那样献身革命的战斗者,而是反思

的批评家,他因而能够看到 “一种始于解放的观念却变为它自身陷阱的理论的局限性”。② 用威廉斯

本人的话说,就是 “看起来是理论上的突破的东西,却可能非常迅速地变成方法论的陷阱”。③ 因此,

当物化理论又来到一个新的空间———威廉斯的剑桥时,其原初的力量被再一次弱化,激进的革命理

论被一种温和的学术研究所替代。不过,也正因如此,威廉斯才能够看到物化理论的局限性———如

果不加批判地、重复地、毫无限制地运用这一理论的话,就很难产生理论上的突破。萨义德对此总

结道:“一旦某种观念由于它显而易见的有效性和强大的影响力而广泛传播开来,那么在其旅行的过

程中,它就完全有可能被还原、被规范化、被制度化。”④ 所以,卢卡奇对物化现象的极端复杂的阐

述,就有可能会被还原为一种教条,一种意识形态。

萨义德以威廉斯的例子来说明,当人们在借用一种外来的观念或理论时,必须要有一种批判意

识,因为没有任何一种观念或理论能够涵盖或主宰它将要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空间。也就是说,没有

任何一种观念或理论是不可改变和普遍适用的,对观念或理论的批判是观念或理论旅行中无可回避

的问题。在萨义德看来,批判意识是一种通过空间来定位观念或理论的能力,与原初观念或理论在

空间上的距离,或许是批判意识得以产生的一个原因。因此,萨义德指出,批判意识可以提供一种

“空间感”(spatialsense),成为一种 “用于定位理论的度量能力 (measuringfaculty)”。因为批判意

识 “要认识到情境之间的差异,也要认识到没有什么体系或理论能够穷尽它产生于其中或传播到其

中的情境这一事实。而且,最重要的是,批判意识意味着对理论的抵抗,意味着对理论的反动,它

由那些与理论相冲突的具体经验或解释引起”。⑤

三、 空间与观念的混杂性

萨义德的 “理论旅行”理论为理解观念的迁徙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视角。鉴于理论在某种程

度上也是一种观念,因此不仅 “理论旅行”这一说法可以替换为 “观念旅行”,而且其关于理论跨越

空间的种种论述也完全适用于观念的流动。借助这一理论,人们可以认识到,观念不会总停留在固

定和稳定的地方,而是会在一定的现实条件和历史情势下发生迁移。观念在跨越空间时会发生一系

列的变化,会受到接纳、遭遇抵制、产生断裂,并在新的空间中被加以借用和改造。观念本身的空

间特性,意味着观念的旅行和迁移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说明因距离而产生的批判意识在赋予观念

能动性和活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所举之物化理论的旅行是沿着布达佩斯—巴黎—剑桥的路线,完

全局限在欧洲的语境之内,而忽略了理论从西方向非西方的旅行。此外,萨义德 “理论旅行”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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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基本上是单向的和线性的,即只分析了 “理论旅行”所产生的单方面的影响或效应,而未考

虑理论的接受者对理论生产地的反向影响。对于萨义德 “理论旅行”的这两点未尽之处,美国人类

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 (JamesClifford)明确指出,“理论旅行”的线性路径 (linearpath)未能妥

善处理对于理论的反馈回路 (feedbackloop),以及理论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旅行时所特有的

充满矛盾的挪用和抵制。克利福德甚至建言: “如果萨义德今天要对他的 ‘理论旅行’有所拓展的

话,他无疑会努力克服这些非线性的复杂事物。”①

饶有兴味的是,萨义德在1993年发表了 《理论旅行的再思考》一文,专门增加了身处阿尔及利

亚的弗朗茨·法农 (FrantzFanon)对物化理论的接受和应用,似乎是对 “理论旅行”未考虑非西方

语境的一种弥补。不过,必须要看到的是,萨义德发表此文的本意是为了修正 《理论旅行》中的一

个核心观点,即 “理论后来的各种形式不再能复制其原有的力量;因为情况已经平静下来并发生了

变化,这一理论会被降格和驯服,被一种相对温顺的学术所替代”。② 这样看来,萨义德使用法农的

例子是要说明,理论的力量除了有被弱化的一面外,也有可能变得更加激进。所以,在法农那里,
卢卡奇的因物化而导致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就变成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对立。但不同于卢卡奇

主体与客体可以统一的论断,法农认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只有通过一场暴

力革命才能得到解决。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非但没有被弱化,反而被大大地强化了;它也不是只出现

在书斋中,而是走向了行动和实践。
尽管增加了法农的例子和非西方或殖民地的背景,但阿尔及利亚依然只是单向和线性的 “理论

旅行”的终点,人们从中看不到非西方在理论上对于西方的反作用,或所谓的 “理论的回流”
(counterflowstotheory)现象。③ 就这一点而言,法农的阿尔及利亚并没有展现出明确的主体意识

和能动性,只不过是欧洲这一理论生产的空间在第三世界的延伸。相反,一段完整的理论旅行,其

轨迹不应是单向的,而应是双向的,既要看到理论的传播,也要看到理论的逆向流动。以印度的庶

民研究 (subalternstudies)学派为例,该学派在理论和方法上受到了葛兰西的 “霸权”理论、法国

的后结构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经过庶民研究学派的吸收和综合

后,以一种后殖民史学的样貌出现,对西方学术界形成了反向的巨大影响。伊格尔斯 (GeorgG.
Iggers)在为其新版的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一书所写的后记 “21
世纪初的历史回顾”中指出,庶民研究的出现让印度成为非西方抵制单向流动的西方社会科学中的

一个 “例外”,因为 “在后现代主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中,印度学者参与了西方话语”。④ 庶民研究

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印度历史学家苏米特·萨卡尔 (SumitSarkar)在2011年接受英国学者黛博

拉·科恩 (DéborahCohen)和德国学者乌尔斯·林德纳 (UrsLindner)的采访时也强调:“庶民研

究,连同与之相关的其他研究,是第一个获得全球影响的印度史学潮流。它加深了对现代西方在文

化上统治世界这一现象的理解。”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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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JamesClifford,NotesonTravelandTheory,Inscriptions,Vol.5,1989,https://culturalstudies.ucsc.edu/inscriptions/volume-
5/james-clifford/,2021年7月9日。

EdwardW. Said,TravelingTheoryReconsidered,inReflectionson Exileand Other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Press,2000,p.436.
“理论的回流”借用了 “殖民主义的回流”一词。后者主要是想表达,在英国殖民印度的同时,也有大量印度人 “回流”进入英

国,并以各种迫使英国人作出回应的方式进行知识的生产,改变了英国人对印度人和印度的态度与政策。参见 MichaelHerbert
Fisher,CounterflowstoColonialism:IndianTravellersandSettlersinBritain,1600-1857,Delhi:PermanentBlack,2004,p.1。

GeorgG. Iggers,Historiographyin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to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Middletown,CT:WesleyanUniversityPress,2005,p.159.
SumitSarkar,Subalternity,HistoryandtheGlobal,ActuelMarx,Vol.50 (2),2011,p.213.



所以,研究观念的流动,同样也要考虑到某种观念在两个不同空间之间的双向传递,甚至在多

个空间之间网络状的流入与回流问题。而观念的回流则意味着不仅要考察观念的传入,同时也要关

注接受者是如何运用本土的知识和经验,对之进行借用、改造或中和。因为,观念之所以能够回流,
一定是蕴含了观念原初语境中所没有的因素,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从观念所传入的新语境中获得。甚

至,即便观念没有发生回流现象,当它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后,也必然会从这个新的空间中吸纳一

些新的因素。因而,可以确定的是,一种观念只要进入流通中,只要穿越不同的空间,它就会呈现

出一种混杂状态,既包括原初语境中的因素,也包括新语境中的因素。
比如,当西方的 “科学”观念在17世纪随着耶稣会士传到中国后,它便与中国传统的 “格致”

观念进行了融合。对耶稣会士来说,他们希望利用适应性政策,将西方研究自然的 “科学”传统与

中国儒家考察万物之理的 “格物”“穷理”“知天”等理念结合起来,为在中国社会上层传教打下基

础;而对中国的儒生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则希望用本土学说来比照西方的科学观念,在两者之间建

立一种系统的对应关系,从而将这一外来观念纳入到中国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在这一过程中,双方

都表现出融合与会通的意愿,但也都试图将对方简单地化约到自身之中。正如艾尔曼 (BenjaminA.
Elman)所观察到的:“利玛窦和耶稣会士试图用西欧的自然研究抹去格物的古典内涵,从而使中国

人能够理解天堂和接受教会。中国人则利用本土的格物致知传统来淡化西学,进而可以断言欧洲的

学问起源于中国,因而是可以被同化的。”① 但不管怎样,借助中西方都能接受的那些可通约性的观

念,儒生知识分子和耶稣会士找到了相互融通和妥协的途径,使得 “科学”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科

学,也不是中国意义上的 “格致”,而呈现出一种混杂状态。
近代以来,观念的全球传播基本上是沿着从西方到非西方的单向路径流动。这一事实有时会带

来两种偏狭的理解:一种理解夸大了西方观念的主导地位,认为即便经过了各种地方因素的调适,
西方观念依然在新的空间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另一种理解则强调了西方观念与本土因素之间的对立,
认为西方观念中必然隐含着一种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陷阱。以17世纪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为

例,持第一种理解的人认为,为了让中国士大夫接受西方的宗教观念,耶稣会士采取了融合并妥协

于儒家传统的适应性政策,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只是适应性政策的被动接受者,基督教内在的理

念以及耶稣会士中的 “巨人一代”才是这项跨文明计划得以施行下去的真正原因;② 持第二种理解的

人认为,明末清初的天儒会通完全是一种观念和文化上的强迫行为,宗教观念背后隐藏的是西方的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野心。③ 两种理解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抹杀了中国作为观念接受者的

能动性。根据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 (DominicSachsenmaier)的研究,适应性政策不是耶稣会传教

士的创造,而是他们与中国儒生之间深入互动的结果。虽然大多数耶稣会传教士精通汉语和文言文,
并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造诣颇深,但他们的写作能力尚不能达到用优雅的明代散文去撰写宣扬基督教

观念的著作。如果没有中国儒生的积极支持,耶稣会士很难对儒家文本作出让中国的知识阶层满意

并接受的解释。④

若要消除上述两种理解的偏颇之处,就需要从混杂性的角度去理解流动中的观念,认识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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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BenjaminA.Elman,OnTheirOwnTerms:ScienceinChina,1550-1900,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5,

p.113.
参见GeorgeH.Dunne,GenerationofGiants:TheStoryoftheJesuitsinChinaintheLastDecadesoftheMingDynasty,Notre
Dame,Ind.: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62。
参见RonniePo-chiaHsia,JesuitForeignMissions:AHistoriographicalEssay,JournalofJesuitStudies,Vol.1(1),2014,p.64。

DominicSachsenmaier,GlobalEntanglementsofaManWhoNeverTraveled:ASeventeenth-CenturyChineseChristianandHis
ConflictedWorld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8,p.12.



在脱离原初语境、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后,便处于多种因素相互纠葛的混杂状态之中。观念的混杂

性十分类似于社会学中所谓的 “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现象,即全球性力量并不会导致全球文

化的同质化,而是形成与各种地方因素相结合的混合状态,同时各个国家又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

认识全球化、改造全球化。罗兰·罗伯森 (RolandRobertson)指出:“尽管我强调了民族国家的文

化观念是一个 ‘全球事实’,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民族国家,特别是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在有

选择地向其他社会学习,每个民族国家因此都吸收了不同的 ‘外来’观念的混合物。”① “全球地方

化”概念的提出,是为了修正对于全球化的单一的和目的论的理解,重建全球与地方的辩证关系,
即全球性力量并不排斥地方性力量,而是必须包含后者,地方性力量也不是完全处于被动状态,而

是反作用于全球性力量。同样,观念的混杂性也有助于打破外来观念与本土因素的二元对立。它揭

示了,在当今社会,大多数观念是外来思想与本土因素交汇的产物,这是产生新的观念并让观念具

有活力的一个重要条件。与此同时,观念的混杂性也借助一种双向运动,保持着外来观念与本土因

素之间的稳定性:一方面,它是一种同化混杂 (assimilationisthybridity),指向中心,体现了本土因

素对于外来观念的模仿;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去稳定性的混杂 (destabilizinghybridity),试图颠

覆中心,扭转外来观念的单向传播,并消解其霸权地位。②

因此,观念的混杂性所要表达的不是对立,而是外来观念与本土因素之间的平衡关系,是为了

达成最终的合作与共识。就这一点来看,观念的混杂性使观念总是处于一种 “中间” (inbetween)
状态,以便去消化和融合分处两个不同空间之中的意义和逻辑。观念的这种 “中间”状态,不禁让

人们想到人类学家理查德·怀特 (RichardWhite)在研究北美印第安人与法国殖民者之关系时所提

出的 “中间地带”(middleground)理论。在怀特看来,中间地带处在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之间,在这

一特殊的空间中,“不同的人群通过一个创造性的,通常也是权宜之计的误解过程,去适应彼此之间

的差异。人们借助他们所理解的他人的价值和实践,试图说服不同于自己的其他人群。他们常常误

解和歪曲了他们所要面对的人群的价值和实践,但从这些误解中却产生出新的意义和实践,即中间

地带所共有的意义和实践”。③ 与之类似,观念的混杂性也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变化的中间地带

中,去寻求两个不同空间的交集,进而打破了对于观念的线性的和目的论的叙事。
当然,强调观念的混杂性并非主张一种 “调和论”,否认观念在流动和传播中所隐含的权力关

系。混杂观念的形成有赖于一个特定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外来观念与本土因素得以共存并发生

勾连,尽管有时发生在根本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借助人类学家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Mary
LouisePratt)的术语,我们也可以将这种空间称为 “接触地带”(contactzone),它指的是 “迥然不

同的文化彼此相遇、冲突和争斗的社会空间,通常处于高度不对称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比如殖民主

义、奴隶制或它们在当今全球范围内被实践时所造成的各种后果中”。④ “接触地带”这一概念,提醒

人们注意到观念的流动与权力之间无法分割的关系,特别是在面对来自权力中心的强势观念时。人

们有时虽然无法轻易改变这种支配性的观念强加给他们的一切,但他们确实可以有选择地决定从支

配性的观念中吸收什么、如何使用它、赋予它何种意义。总之,观念的混杂性表明,没有哪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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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olandRobertson,Glocalization:Time-SpaceandHomogeneity-Heterogeneity,in MikeFeatherstone,ScottLashandRoland
Robertson,eds.,GlobalModernities,London:SagePublications,1995,p.41.
JanNederveenPieterse,GlobalizationasHybridization,inMikeFeatherstone,ScottLashandRolandRobertson,eds.,Global
Modernities,pp.56-57.
RichardWhite,TheMiddleGround:Indians,Empires,andRepublicsintheGreatLakesRegion,1650-1815,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p.xxvi.
MaryLouisePratt,ImperialEyes:TravelWritingandTransculturatio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7,p.7.



是纯粹的;观念的流动既包含各种迂回与断裂,也充满各种机遇和选择;观念的迁徙比其他各种有

形的物质都要复杂,也更能体现权力在其中的博弈。

四、 结语

霍米·巴巴 (HomiK.Bhabha)在论及文化的混杂性时,谈到了 “第三空间”(thethirdspace)
这一重要概念:“文化的所有形式都经常处在混杂的过程之中……混杂性的重要之处不在于能够追溯

产生第三种东西的两种本原时刻,混杂性不如说就是那个令其他各种立场得以出现的 ‘第三空间’。
这个 ‘第三空间’置换了建构它的历史,树立起新的权威结构和政治倡议,而这些都是公认的常识

所未能充分理解的。”① 同样,流动中的观念也总是处于一种 “第三空间”中,这一空间既不属于它

产生于其中的 “第一空间”,也不属于它传入的 “第二空间”,而是同时兼具这两种空间的某些特征。
研究观念与空间的关系,需要具有这样一种 “第三空间”的视角,认识到观念在迁移和挪用时所遭

遇的各种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进而认识到观念在跨越空间的常态中也往往获得了更多创造性的

潜能。

(责任编辑:王华)

IdeasandSpace:TheFlowandChangesofIdeasfrom
aTransnationalPerspective

ZhangXupeng

Abstract:Spacehasbecomeanimportantdimensioninthestudyofthehistoryofideasin
recentyears. Withtheriseofthetransnationalturnandglobalturninhistoricalresearch,

peopleareincreasinglyconcernedwiththeflowofideasandthechangesthatarisewhenthey
enterdifferentspaces,withthechangesbeingdifferentfromtheiroriginalconnotations.On
theonehand,ideasneedtobeadaptedtothisnewspace;ontheotherhand,theywillbe
transformedbythisnewspace.Thefluidityofideaseventuallybringshybriditytoideas,

whichcombinethecharacteristicsofboththeoriginalcontextandthenewcontext.Studying
therelationshipbetweenideasandspaceallowsonetorecognizethevariouscomplexitiesand

possibilitiesencounteredwhenideasaremovedandappropriated,sothatonecanfurther
realizethatideascanalsoacquiremorecreativepotentialinthenormalityofcrossingthe
space.
Keywords:thehistoryofideas;space;fluidity;hybr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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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omiBhabha,TheThirdSpace:InterviewwithHomiBhabha,inJonathanRutherford,ed.,Identity:Community,Culture,

Difference,London:LawrenceandWishart,1990,p.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