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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inology 與《何為中國》 ︱ 3

Beyond Sinology與《何為中國》

日 期：2014年10月10日

地 點：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8號演講廳

主 持：林松輝（香港中文大學）（林）

講 者：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李）、 

羅貴祥（香港浸會大學）（羅）

參考文章： 

Andrea Bachner, “Introduction”, Beyond Sinology: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Scripts 

of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17.

葛兆光，〈導言〉，《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

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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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林： 各位午安，歡迎大家出席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主

辦的「平行文本．交集對話」系列的第一場。我是林松

輝，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首先，讓我介紹這個系列 

及今天論壇的講者和形式，然後展開討論。「平行文本．

交集對話」是一種新的對話方式，每次請來兩位重要的

學者就近來出版關於特定題目的著作進行討論，對讀中

文與英文寫成的文章。我們希望引發講者與聽眾、讀者

與文本、不同語系的學術傳統之間的對話。因應香港 

獨特的語言環境，這個論壇將會以英語、普通話和廣東

話進行。我先以英語開場，然後因應情況轉換語言。

我們為這場座談會挑選的文本分別是白安卓（Andrea 

Bachner）的 Beyond Sinology: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Scripts of 

Culture 以及葛兆光的《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

歷史》（下稱《何為中國》）。白安卓是美國康乃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助理教授，她的著作的中文書名為《說

文寫字：漢字書寫與文化的印跡》；葛兆光是復旦大學文

史研究院及歷史系的特聘資深教授。

容我先簡單介紹兩個文本，以及我認為兩個文本對

讀有趣的地方。相信許多聽眾現在手持兩篇序言的複印

本，希望大家在活動前已閱畢文章。葛兆光的書是承接

他在2011年出版的著作《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

歷史論述》1（下稱《宅茲中國》），他在此書一方面從歷史

1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台北：聯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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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inology 與《何為中國》 ︱ 5

入手，建立對「中國」這個概念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回應

其他學術傳統的著作，把「中國」問題放在整個東亞和世

界的歷史來處理。《何為中國》延續《宅茲中國》的討論，

他以兩本書的篇幅探討這些問題。我個人認為，葛兆光

其實是回應杜贊奇（Prasenjit Duara）「從民族國家拯救歷

史」（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說法。在同名著

作中 2，杜贊奇提出：「歷史卻在不斷地鞏固着民族的神秘

性，換句話說，就是鞏固民族是一脈相承的主體這一可

疑的論斷。」3所以杜贊奇認為自己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

任務是要「揭示民族歷史的強迫性目的論，又要從歷史

中拯救過去對於現在產生意義的方式。」4

在《何為中國》一書中，葛兆光直接回應杜贊奇的

觀點，並於序言，也即是今天座談會的參考文章，指出

從歷史來看「中國」是時有變化的概念，並不需要受限於

後來的國家概念理解歷史。「『歷史上的中國，是一個移

動的中國，因為不僅各個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

版，2011）。
2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3 原文為 “History has often worked to secure the mystique of the nation, or 

in other words, its dubious claim to an evolving, monistic subjecthood.” 

中譯參考杜贊奇，王憲明、高繼美、李海燕、李點譯，《從民族國
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2003），頁15。

4 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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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歷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間邊界，更是常常變 

化』……如果國別史的撰寫者，看到『民族』和『國家』本

身的歷史變遷，就不會落入後來的『國家』綁架原先的

『歷史』的弊病之中。」5
 

葛兆光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提出宋代是形成「中國」

意識的一個非常關鍵的朝代。白安卓則從書寫文字

（writing script）的角度思考「國家」這個問題。白安卓認

為西方對「國家」的想法於十九世紀末期才引入中國，是

相當近代的事。她探討漢語裡聲音和文字的關係，援引

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有趣的說法，中國算

是擁有國家的文字多於國家的語言，接着她反駁班納迪

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關於印刷術造就「民族主

義」的著名說法。她提出，「並非由語言來定義『民族國

家』為擁有同一母語的群體」……而是「在『民族主義』此

概念的咒語之下，因統一的需要先驗地決定了甚麼是國

語，而甚麼被貶抑為方言。不是一個民族的公民真正使

用的語言，而是強加的『國語的理想』雕琢了『民族共同

體』的幻象」。6
 

5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
學出版社，2014），頁30–31。

6 原文為 “It is not language that defines a nation as a community of 

native speakers . . . the need for unification under the spell of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predetermines what can count as a language, and what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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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inology 與《何為中國》 ︱ 7

有鑑於近來香港發生的事件 7，這兩個文本正好提供

一個機會，讓我們從歷史和語言的角度反思何謂「中國」

和「中國性」（Chineseness）。正如白安卓所提出，「數位

媒體革新和全球權力結構的重塑，此兩者的交滙衝擊了

我們對中國文字和書寫的理解」。8我希望接下來的討論，

秉持葛兆光於〈引言〉結語的想法：「至今，還有人不自

覺地把政府當成了國家，把歷史形成的國家當成了天經

地義需要忠誠的祖國，因此，產生了很多誤會、敵意、

偏見。」9

今天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兩位非常優秀的學者進行對

話，我們稱這樣的對話為不同語言和平行文本之間的

「交集對話」。其實在座各位皆熟知兩位老師的著作，我

實在不需要介紹他倆，在此僅點出兩位嘉賓與今天題目

的關係。第一位嘉賓是香港中文大學冼為堅中國文化講

be relegated to a dialect. Not the real languages of a nation’s citizens but 

the imposed ideal of one national language crafts the illus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 Andrea Bachner, Beyond Sinology: Chinese Writing and the 
Scripts of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5. 

7 指2014年9月下旬香港發生的「雨傘運動」。
8 原文為 “the confluence of the digital media revolution,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s impact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script in particular and of writing in general.” Bachner, Beyond Sinology,  
p. 14.

9 葛兆光，《何為中國》，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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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座教授李歐梵教授。相信在座大家很熟悉李教授的現代

中國文學和城市文化的研究，我認為他對中國思想史的

識見將豐富今天的討論。第二位嘉賓是香港浸會大學人

文及創作系創意及專業寫作課程主任羅貴祥教授，他 

的近作是關於中國的少數族裔，我很期待他待會兒談 

談中國少數族裔的研究，還有以「亞洲」或「亞洲性」

（Asianness）來與葛兆光的文本對話。今天的討論會如同讀 

書會，一個較為大型、和兩位專家一起參與的讀書會。

今天的討論形式會是每位嘉賓先以十五分鐘分享對文本

的看法，然後有十分鐘的時間回應對方的發言，再之後

是台下提問和發言時間。我們先請李歐梵教授發言。

李： 我看到了許多熟悉的面孔，所以我就把這裡當成課堂討

論好了。我很高興與羅貴祥同場。我希望自己這次講話

的形式比較隨意，多鼓勵討論，所以沒有準備講稿。

林教授向我介紹白安卓此著作，在此之前，我沒有

看過她這本書；但說到葛兆光的作品，我當然還是頗熟

悉的。把這兩本書放在一起討論，我覺得是頗為聰明的

選擇，這兩個平行文本就像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

的「對位法」一般，雖然它們運用的是不同語言、不同風

格，但說到討論的觀點，兩者剛好是平行並列，有些地

方能與對方對話，但當然也有不同之處，各自演繹出自

身理論的音韻。我在此會用英文談白安卓的文本，因為

它是英文寫成的，然後再換成普通話來談葛兆光。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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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inology 與《何為中國》 ︱ 9

道羅教授會用廣東話，所以我們可以用三種語言來進行

討論。

我建議大家至少要讀白安卓這本書的導言和結論，

藉此掌握其論點的重心所在。但這還是不夠，我希望你

們也能夠讀讀另外兩章，如第一章「軀體學」（Corpo-

graphies）以及第二章「圖像學」（Iconographies）。一旦你

們習慣了她大量採用抽象及深奧用詞的行文風格，接下

來便可以繼續讀書中的其他篇章，分別名為「聲納學」

（Sonographies）、「寓言學」（Allographies）以及「科技學」

（Technographies）。正如篇章標題所示，這是一本非常沉

醉於理論的著作，特別是法國理論，甚至連書名本身也

是一個和理論沾上邊的雙關語：Sinology—就是說，

作為一門學科的Sinology，以及作為一種表意系統的

Sign-ology。白安卓的計劃明顯是野心勃勃：超越（go 

“beyond”）兩者。然而，書本封面的設計特色，卻是四個

大的紅色中文字：「說文寫字」，以及十個其他作為副題

的藍色字：「漢字書寫與文化的印跡」。這也是同樣深具

智慧的做法。讓我們來試試解開其中的典故：它那標題

的「原文」（ur-text）當然是來自許慎的經典作品《說文解

字》，但白安卓這本書，卻又斷然不是那部經典中文字

典的現代修訂版。副標題強調的是「漢字」，而不是「中

文」，這大概是因為它想避免混淆現代中文白話的口語

和書面語。她用了頗為少見的用詞「印跡」，而不是「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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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跡」或是「蹤跡」，以強調印刷文化的「跡」（traces），這便

立即令人聯想起安德森的名著《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中心要旨，亦即如其副題所示，是為一

種「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的反思，印刷文化是其根

源。這背後暗示的是，我們必須在中文書寫的問題上，

將民族主義一併引入討論。故此，我或許在這兩本書以

外，也必須談談安德森的著作。

然而，我最希望在本書中探究的是：作者如何從經

典漢學出發，將討論引申到現代民族主義？林教授已經

引述她的結論，亦即對統一語言的追求，背後源自對現

代民族主義的渴望。表面看來，這十分具說服力。若然

如此，我們是否需要縱身投入龐大的法國符號學，用以

反駁安德森？我認為白安卓著作的「副作用」同時就是她

自身的知識專長—的確是在於她的理論介入，藉着運

用其一貫抽象的理論語言，她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了自己

在許慎書中的所得所感。讓我們來引述一句典型句子：

「中文書寫，既是表意（signification），也是其反面，既奠

定了意指物的抹除，也成了事物的救星：既是死亡的載

體，也是容許物質性的幽靈纏繞着意義的一個中介。」10

有沒有人弄得明白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是甚麼呢？就算我

們能夠將許慎從陰間拯救上來，他也絕對不會明白他的

10 Bachner, Beyond Sinology,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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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inology 與《何為中國》 ︱ 11

年輕美國門生究竟在想些甚麼。我們在此暫且淺嘗這句

以及當中對法國符號學的着迷。可是，危機仍然存在：

這位作者似乎在理論語言中泥足深陷，以致她忘記了如

何表述書寫漢字跟法國理論在根本上究竟有甚麼關聯。

事實上，當中的確有關聯：正如周蕾（Rey Chow）在她一

本書中曾指出，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在其《書寫學》

（Of  Grammatology）的討論中，或許曾以費諾洛薩（Ernest 

Fenollosa）和龐德（Ezra Pound）的著作為根基。但這是題

外話。

另一個問題是，白安卓沒有完全處理中古時期文言

文和口語這個同等複雜的問題，我不知道六朝詩歌曾否

使用過任何方言，或是唐代詩歌應以廣東話還是普通話

來誦讀。無論是否如白安卓所言，這也不必然指向語音

的基礎。在西方理論，語言指的首先是聲音，而它的意

義引申則自德希達所說的「邏各斯中心主義」（logo-

centrism）。

如果你對理論有興趣的話，那麼白安卓的一些論點

會十分有趣，特別是拉岡（Jacques Lacan）的部分。我知

道，這裡有許多拉岡的信徒。白安卓講了一個有趣的故

事，談及拉岡如何在他的一個研討會中，論及漢字的書

寫：他舉了「人」這個字作例子，並問道：「這代表了些

甚麼？為甚麼這是一個人的圖像？」然後他便說：「有頭

部，也有雙腳，很合理，不是嗎？總是有些做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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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我寧願將它看成是胯部。」11白安卓自己便舉了這個例

子，說明法國對於「軀體學」的迷戀其中包含的矛盾—

它暗指意義的載體以及對意義的捨棄，目的是，我猜

想，去解構西方傳統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於是，這便是白安卓討論符號和物質性的方式，她

並沒有使用慣常中國人理解這個現象的方式，亦即援引

四個漢字的基本類別：象形、會意、指事、形聲—就

是說，既是符號，也是聲音，既是圖象，也是語音。在

處理法國理論的 sign-ology當中，我想她的著作已涵蓋了

大部分的重要議題，但這在白安卓的書中只是其中一個

部分，佔三分一左右；其他篇章論及作家及藝術家在當

代華語地區的文化實踐。她非常深入地討論了侯孝賢的

電影和陳黎的詩，並附上其他例子，以呈現中國文字和

語音之間的關係的不穩定性和多元特質。於是，她便如

大部分來自西方的中國研究學生一般，只對當代的現象

感興趣，並似乎沒有耐性去處理關於歷史演變的背景資

料。我對理論確實不太在行。我不能單在理論一環跟她

展開辯論；故此，我會把她的理論擱在一旁，轉而評論

她的「實踐」。

我的學術訓練源自歷史學，故此無論對錯，我總着

迷於歷史。我扮演老派文化歷史學家或是「準漢學家」這

11 Bachner, Beyond Sinology, p.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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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inology 與《何為中國》 ︱ 13

些角色時，我便會問，她是否曾在中國語言的歷史演化

的課題上，確實下過充分的研究工夫，包括中文書寫及

口語。在我看來，若她要提出書中那些論點的話，這是

不可或缺的背景。此書雖在象徵意義上深受《說文解字》

的啟發，卻似乎對古典時期完全避而不談，而中國語言

正是在中古時期不斷以不同方式經歷理論化及實踐。困

難之處當然在於精通中國文言文，這也是早年歐洲漢學

家（Sinologist) 所受的語言訓練，和獨有的「知識產權」，

而這些當年活躍於西方世界學術領域的漢學家的數目，

正在變得愈來愈少。我不是漢學家，但作為一位現代中

國文學的學者，我無法迴避文言文在五四時期變成白話

文的這個轉變。顯然，這是個老問題，但它一直吸引學

者的目光。胡適固然有其說法，但現代白話文事實上並

不是全然以口語為根基：換句話說，它既是口語，也是

書面語，而兩者當中的微妙差別同樣是十分複雜。我們

在此必須處理符號學及語意學，亦即符號及意義，因為

現代中國語言包含了大量的複合字詞以及新詞，這構成

了一種不同的調子。法國理論家如拉岡以及德希達對此

並不感興趣；他們提及中文，目的最多不過是以此作為

踏腳石，藉以通往他們自身的理論，如之前拉岡舉的

「人」的例子或是德希達著名的「書寫」（écriture）論述。

白安卓在書中選擇的是：徹底避開中國語言的歷史維

度，並將整個議題置於現代民族主義的背景。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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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她只讀了安德森，而沒有讀葛兆光。當然，《何為中國》

那時也還沒出版。

我認為，她透過引入民族主義這個大家較熟悉的主

題，用頗具說服力的方式解決了一個語言的問題─也

就是說，究竟是「語言先於民族」，還是「民族先於語言」

這個問題。對於曾接受傳統漢學訓練的語言學家而言，

這不太重要，因為民族主義是一個外在的因素，處於內

部演化的領域之外。我認為白安卓對跨學科充滿好奇，

這驅使她探索民族主義的因素如何進入了語言自身的複

合體，但她在其語言實踐的部分，並沒有甚麼突破。我

在此提出一個可能的背景：現代的白話書寫自身已然經

歷了一段漫長的轉化。眾所周知，胡適追蹤了從宋代以

降的「活的白話文」的書寫軌跡（因為他所有的例子均是

來自書寫文字），特別是話本通俗小說。但各朝各代的

白話並不都是一樣的。白安卓完全沒有提及過這一點或

其歷史流變，我相信她沒有對文言中文進行過充分的研

究，故此無法處理這個問題。所以我的建議是：如果你

希望做得更好，那麼你便必須涵蓋整個領域，包括古典

及現代。我同意，這是一件幾近不可企及的事。然而，

我們或許可以至少要求幾個例子，作為跟當代作品的對

照？這或許聽來有點兒太過老套。白安卓選擇取道於更

為現代的科技媒介（見第五章：「科技學」）。她在這方面

的豐富知識確是令人印象深刻，但她似乎完全忽略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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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inology 與《何為中國》 ︱ 15

技實際上的「物質性」自身—也就是說，中文打字機

（發明者是林語堂）以及電腦程式。另一位女性學者、現

任職於耶魯大學的石靜遠（Jing Tsu），在她新出版的著作

《中國離散語境裡的聲音和書寫》其中一章中 12，有論及這

個議題，而白安卓也有將此書列入其參考書目中，但她

明顯志不在此。

最後，我們必須談到安德森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

（Imagined Communities）。當然，這是每個人都讀過的一

本書，對吧？但你們有沒有讀遍整本書，留意當中細

節？我想白安卓真的選讀了第二章〈民族意識的文化根

源〉（“The Origin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以及第五章

〈舊語言、新模型〉（“Old Languages, New Models”）。但在

書中，安德森並沒有真正談論過中國，而只提及菲律

賓、日本，以及其他亞洲國家。這是因為，安德森以這

本「小書」一鳴驚人之前，是一位地區專家，一位東南亞

研究的學者。縱使他受到本雅明等人（而非德里達及拉

岡）的啟發，他的著作仍然是充滿着旁徵博引的歷史，

特別是當他討論位於美洲的歐裔海外移民的帝國（creole 

empires）之時 13。正如其他大部分學者一般，白安卓隻字

12 Jing Tsu,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3 Creole意指多種語言混合形成的混合語，也譯作克里奧爾語。於
《想像的共同體》中文版，譯作「歐裔海外移民」，專指這群海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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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平行文本：文化研究的思想交鋒

不提歷史背景，完全沒有談及「民族」及「民族主義」如何

從帝國演化過來，一面倒只將焦點放在語言上。就算在

這方面，我也會指出，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如果對統

一「民族」的渴求孕育了民族語言（還是剛好相反？），那

麼「民族語言」又是如何形成？它是不是只是一種書寫語

言，受到印刷文化的影響，還是說，它既是書寫的，也

是言說的，既是視覺的，也是聽覺的，既是雜誌或 

報紙，也是電台及電視？的確，安德森深知這一點， 

並在其後的修訂版中，加入了一些篇章，討論科技最新

發展。

這裡說得太遠了，讓我們回到主題去，我們的着眼

點仍然是中國—跟白安卓的書一樣。白話文作為統一

民族的語言，是口語、書面語，還是兩者皆是？誰在

先、誰在後？這個民族語言是由現代文學產生出來，還

是剛好相反？胡適自己曾經提出了一個口號：「國語的

文學，文學的國語」，也作了很多論斷，但它們從來沒

法平息任何爭議，到底孰先孰後─國語帶動新的文

學，或是新文學作品塑造國語？讓我再舉一個擲地有聲

的例子：為甚麼我們的民族語言應該要像官話？官話比

較接近北京方言，但跟廣東話可沒有甚麼關係，而廣東

民建立民族國家的情況。見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
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1999），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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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Sinology 與《何為中國》 ︱ 17

話相信比較接近古代唐代的發音。而這又如何為當代詩

歌及小說的書寫（更不用說電影對白）奠定基礎？只有想

通這一點，我們才可以比較容易理解說廣東話的香港人

關注的議題：普通話在哪一方面可以被視為是真正代表

民族的語言，亦即正統的華語語系？這裡，我們的討論

會更為接近一些關於意識形態的複雜問題。其中一個不

可迴避的問題，但仍然蘊含重要顛覆意味的做法，來自

現今的「華語語系」（Sinophone）理論，首先提出這個理

論的是現在港大任教的史書美的一部著作—《視覺與

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14。要注意的是，

這裡的關鍵詞除了是華語語系外，也包括視覺及認同，

而不是書寫及文字。相比書寫文化，視覺文化似乎正在

當代世界中逐漸佔上風，故此我們倒不如忘記書寫文字

吧？我將這個問題留給你們去設想和反思。我相信，華

語語系一詞仍然比較接近聲音，而不是符號，而你們可

以比較一下這兩本書，從而在當中理解它們如何在其政

治及觀點上有所不同。一旦我們進入這些棘手的問題，

無論是理論方面還是其他問題，我實在沒法結束我的講

話，所以我對白安卓的意見暫時先說到這裡。

14 Shu-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中文版：史書
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台北：聯經，
2013）。

版
權

所
有

 

Cop
yri

gh
ted

 M
ate

ria
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