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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忆 是 可 信 的 吗
——— 口 述 史 学 研 究 的 记 忆 转 向

杨祥银

口述史学是当前国际史学界一支不可
忽视的新生力量。国际口述史学界一般将
1948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
室的创建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标志。
现代口述史学的发展呈现一个明显的辐射
走向。它发端于 20 世纪中叶的美国，兴
起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加拿大和英
国，20 世纪 80—90 年代以后逐步流行于
世界各地。目前，口述史学已经被广泛地
应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图书馆
学、档案学以及妇女研究、灾难研究、文
化研究和医学研究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
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相当重
要的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的口述
史学研究越来越关注记忆问题，呈现明显
的记忆转向。

记忆是一个问题

综观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前口述史
学的发展历程，不管是“档案实践模式”
还是“新社会史转向”，都着重强调口述
历史的史料价值，前者为精英人物撰写
自传提供补充证据，后者为恢复边缘和
弱势群体的“隐藏历史”提供全新资料。
在这些实践中，口述历史的产生过程被
认为是并不复杂的，作为口述史学家的
访谈者从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出发来记录
受访者关于过去经历的真实记忆。而为
了回应来自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和传统
文献历史学家的激烈批评，早期实践者
试图通过倡导一种访谈的科学模式来增
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与可信性。正如美
国口述史学家罗纳德·格里所说，“因为对
于追求‘客观’历史的需要，以及对于历史
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观点，档案倾
向一直主导着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因
而很少有空间讨论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
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或访谈本身的性
质。”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一些更注
重理论思考的口述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

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
景下，一系列新的问题摆在了研究者面
前，其中有一个问题最受关注，即如何
理解作为口述历史来源的记忆的真实性
与主观性问题。

由于口述历史是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
上，而记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它既包含
着事实，也可能包含着想象。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部分史学家就将矛头指
向记忆的“不可信性”。他们认为，提供
口述证词的受访者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无
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
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
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
遭遇、对亲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碍以及现
实生活经历与社会背景等因素，都会导致
记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或虚构。其中，以
澳大利亚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的观点
最为尖锐。他对口述历史有一段讽刺性的
论述：“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
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
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
话。”对于这些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尤其
是历史学家的抨击，早期口述史学家予以
坚决反驳，并发展了一套评估口述历史记
忆真实性的指南。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
的角度，他们展示了应如何处理记忆的偏
见与不可信；从社会学的角度，他们采取
了抽样的方法以确保访谈对象的代表性；
而且，他们也从文献历史学家那里吸收了
检验原始资料可信性的原则与方法，并强
调文献资料也是有选择性和偏见的。不
过，在当时也有少数学者例外，他们比较
早地提出应该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口述
历史中的记忆问题。美国口述史学家迈克
尔·弗里斯科在 1972 年就指出：记忆问
题，不管是个人的和历史的，还是个体的
和代际的，它应该成为焦点。记忆是口述
历史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方法。

记忆不是一个问题

在一些倡导对口述史学进行深层次理
论研究的学者推动下，从 20 世纪 70 年代
末开始，口述史学界逐步形成共识，即对于
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信性”
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在这
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学者阿利桑

乔·波特利的研究。在 1979 年发表的文章
中，他就挑战了对于记忆可信性问题的质
疑，进而提出口述特性、叙事形式、主体
性和记忆的“与众不同的可信性”等口述
历史特质，以及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
系应当被视为口述历史的优势而不是缺
点。在他看来，口述资料是可信的，只不
过这是一种特殊的可信性；它的意义不在
于与事实相符合，“错误的”叙述可能在心
理上是“真实的”。

在有关 20 世纪 40—50 年代意大利一
位普通工人的死亡时间问题上，波特利的
众多受访者都认为这位工人死于 1953年的
一场工会罢工事件中，而事实上他早在
1949年一场抗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游行
示威中就去世了。波特利认为，这种错误
的记忆对理解这些事件对于个体和团体的
不同意义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至于
这位工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他们的记忆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和变化？
而这种差异与变化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特
定的意义？对于记忆问题，波特利强调指
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
消极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
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资料的特殊
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
而在于记忆所能呈现的变化过程。

此后，以路易莎·帕萨里尼、约翰·博
德纳、迈克尔·弗里斯科、罗纳德·格里、
阿利桑乔·波特利和阿利斯泰尔·汤姆森为
代表的口述史学家，在个案研究中都强调
口述历史对于理解具体环境中的社会记忆
具有巨大的贡献。他们认为，记忆有助于
我们理解过去经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互动
关系，它远远不是一种消极的容器或储藏
系统，而是一种积极的塑造力量———它是
动态的，它试图象征性地遗忘的东西同它
所回忆的东西是同样重要的。正因为如
此，当代口述史学家都认为口述历史不仅
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更要发挥记
忆的主观性特质，即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
击者的口中得出对过去更深层次的认识，
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么想的？人
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想从他
们的过去经历中得到些什么？人们又怎样
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的世
界？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诠释意大
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
是当代史”这句史学名言。

记忆转向的意义

进入 21世纪，口述史学界对于记忆研
究的兴趣与日俱增。在众多有关口述史学理
论的权威著作中，都将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
题作为重要专题来探讨。而且，对于记忆的强
调也促使口述史学研究更加关注创伤性事
件。近年来，口述历史不断成为记录、理解与
反思灾难事件与灾难记忆的重要手段。1999
年中国台湾“9·21”大地震、2001年美国“9·11”
事件、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等重大灾难
之后，有关机构都实施了大规模的口述历史
计划。这些计划除了保存历史见证和灾难记
忆，甚至开始思考口述历史对于治疗创伤记
忆的医疗价值。

其实，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所引发的
对于记忆主观性的认可，某种程度上也是
参与口述历史创作过程的受访者的主体
性意识觉醒的充分体现。正因为如此，有
些口述史学家不喜欢“受访者”这种提法，
他们认为“受访者”有消极的意味，而主张
使用一些更加主动的术语，比如“信息提
供者”、“口述作者”或“叙述者”。

另一方面，伴随着记忆转向的同时，口
述史学家也开始质疑访谈者所扮演的中立
和客观的角色。在早期，一些美国口述史学
家认为有些研究者为了出版或者其他既得
利益，势必会过多地渗透个人的主观偏见，
因而他们主张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处于
“中立”的地位。可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实践
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
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主题，这样记录的口
述历史也许仅仅是受访者一部零散的叙述
史。因而，很多口述史学家极力主张口述历
史访谈是双方共同合作的结果，双方都具
有主动权并共享权威。当然，对于作为访谈
者、研究者的口述史学家的主体性意识的
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其盲目予以肯定。在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来自女性主义理论
家、后现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研究
者客观性的实证主义观念的不断抨击，口
述史学家开始反思他们自己的性别、阶级、
种族、民族与宗教等一系列身份和文化差
异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创作过程以及对于
它的解释分析。
（作者为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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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总离不开对历史人物的关注，这是历

史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而人

又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所作所

为，背后都有思想情感的动因。因此，如何把握历史

人物的思想情感进而对历史作出更有说服力的解

释，是史家在历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对于如何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中外史家

各有见解。其中，通过移情的方法来体验历史人物的

内心世界、把握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是许多学者比

较倾向的一种方法。移情是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通

常是指个体对他人内心情绪的认知、觉察并形成相应

的情绪体验。简单地说，移情就是设身处地体验别人

的情绪、理解别人的立场和情感，以求能够以己度人、

感同身受。虽然在历史研究中引入移情概念的时间不

长，但古今中外的史家们在历史研究中，都自觉不自

觉地运用过移情这一方法。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

对鸿门宴的记叙，就有很多关于当时项羽、刘邦等历

史人物心态的生动描述，并以此来分析他们的行为。

所以，著名学者钱钟书指出：“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

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

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这里谈的其实就是很

多史家在历史研究中所运用的移情方法。

通过移情来体验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把握其思想

情感，对于深化历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英国著名

学者柯林武德举过一个例子：假设史家在阅读狄奥多修

斯法典，而且在他面前放着皇帝的某一敕令，仅仅阅读这

些文字并且能翻译它们，并不等于懂得它们的意义。史家

必须看清楚这个皇帝正在企图对付的那些局势，正好像

那个皇帝所处的局势就是他自己所处的一样，必须在自

己的心灵中重演那个皇帝的经验。只有做到这些，史家才

能真正懂得敕令的意义。的确，一些冷冰冰的历史事件背

后往往蕴藏着极其丰富生动的思想情感；一些看似相同

的历史表象背后，历史人物的思想动因是大不相同的。不

移情体验，机械地就事论事，就只能知道历史“是这样

的”，却无法知道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

移情体验虽然可以深化历史研究，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存在一定的风险。

这对史家的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方面，移情是设身处地体验别人的情

绪、理解别人的立场和情感，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一般而言，移情体验要

准确真切，移情体验者与被体验者之间在价值观念、知识结构、经验阅历等方

面应该具有相似性，否则就难以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就历史研究而言，由于史

家与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人物大多在时代上相隔久远，在经验阅历上也是相去

甚远，有的历史人物甚至是生活在完全相异的文化背景下，要达到这种相似性

显然更难。这对史家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经验阅历等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史

家惟有在这些方面苦心孤诣作出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才能在移情体验

时更为准确真切。做不到这一点，简单地以己度人，史家往往容易以个人的思

想情感来替代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其结果很可能风马牛不相及。另一方面，

移情体验通常包含着一种思想情感上的共鸣，一种了解之后的同情，一种因为

懂得所以慈悲的心理。在长期移情体验的过程中，史家与历史人物在思想情感

上相互交流、渗透、融合，就容易被历史人物的思想情感所感染甚至同化，逐步

喜欢上自己所研究的历史人物。这种倾向不断发展下去，对历史研究无疑是危

险的。倘若这一历史人物属于正面的，史家将不惜溢美之词将其拔高；倘若这

一历史人物属于反面的，史家可能会找出各种理由为其辩解，希望翻案。在历

史研究中，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史家着力粉饰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个中原因虽

然复杂，但史家在移情体验时思想情感被感染甚至被同化应是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史家在移情体验时必须保持一份清醒，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探究早期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
———《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简评

丁贤勇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全球史研
究成为国际史学界尤其是经济史学界的潮流，
在国内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国内史学界
除了大量推介国际史学界的成果，身体力行进
行这方面研究的并不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全
球史研究对学者的学术经历、宏观思维、知识
储备、史料把握等个人学养与能力要求较高。
仲伟民所著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
球化中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一书，是国内史学界全球史研究的一部力
作。该书以 19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这一
全球史的重点课题为研究对象，极富挑战性，
由此亦显现出自身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体现了全球史研究
中最基本的理路，突破“西方中心论”、“中国
中心观”等传统研究模式，不以某一国的发展
模式来代表全球发展的整体趋势，而是将影
响全球发展进程最重要的因素如人口增长、
技术进步与传播、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等作为
描述全球发展进程的主题。

研究切入点的选择上从平常中体现出深
意，是该书的另一重要特点。作者通过对茶叶
与鸦片这两种商品在 19 世纪全球经济关系
中作用的剖析，研究中国在早期经济全球化
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富有深意。茶叶与鸦
片分别是 19 世纪中国出口值和进口值最大

的两种商品，相关研究不少，大家也都比较熟
悉。然而，能将二者恰如其分地并列在一起进
行研究，体现的却是作者的学术眼光。事实
上，正是茶叶与鸦片这两种主要商品，把中国
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而茶叶与鸦片
这两种平常商品，也最能反映中国在早期经
济全球化中的曲折、苦难与不幸。作者认为，
在 19 世纪经济全球化的链条中，中国处在最
脆弱、最不利的那个环节。中国既未在鸦片贸
易问题上躲过灾难，又未在茶叶贸易上抓住
机会。英国人接受了来自中国的健康饮料，推
动了“勤勉革命”，进入工业化社会；而“回赠”
给中国的却是罪恶的毒品———鸦片，使中国
遭受鸦片毒害达百余年，变成“东亚病夫”，成
为 19 世纪以西方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牺
牲品。这一历史解释，也丰富了我们对近代国
家命运的认识。

挖掘吴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国吴文化源头与梅里古都学术研讨会”述要

黄胜平

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会、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省吴越文化研究院联合
主办的“中国吴文化源头与梅里古都学
术研讨会”近日在江苏省无锡市举行。与
会者围绕吴文化与梅里古都（今无锡梅
村）的关系、泰伯及其“至德”精神、吴文
化的意义及其影响、吴越文化比较等问
题进行了研讨。

一些学者认为，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源头之一。吴文化以其鲜明的精神品
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催生了生机蓬勃的
江南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具有
重要地位。吴文化的核心区是太湖流域，
其源头是梅里古都。历史上，泰伯奔吴开
创吴文化，吴国早期都城筑于梅里（泰伯
城）。这早在东汉时期就有明确的文献记
载。历史上的泰伯城是太湖流域最早的国
都，今天虽已湮没，但不应轻易否定。

一些学者指出，泰伯开创吴文化，是
自觉地将中原文明与荆蛮本土文明进行
整合的过程，由此提升了太湖流域的文

明发展水平，加速了吴地文明的发展进
程。泰伯三让王位的“至德”精神，展示了
中华文明谦让、尚和的价值追求，经历代
思想家的倡导而影响深远，是吴文化的
精髓。还有学者指出，吴文化是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
的地域文化之一，其内容丰富、形象鲜
明，至今仍在演绎它的精彩。深入研究
吴文化，挖掘吴文化的时代价值，对于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
尤其应注意对吴文化进行系统、深入的
研究，避免研究的宽泛化、碎片化倾
向。同时，如何在考古学、史学、社会
学、文化学等学术视域中构建当代“吴
学”，也是值得学者高度重视并不懈努
力的问题。

学者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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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诚信成为人们
关注的一个话题。对于诚
信，学者们往往从经济、
政治、伦理等方面强调其
重要性及意义，这无疑是
必要的。但是，由于这些
角度与一些人的切身利益
没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所
以难以引起这些人的高度
重视。这也导致许多关于
诚信的研究只是停留于学
术层面，对诚信建设的实
际推动作用比较有限。有
鉴于此，我们不妨换个角
度———从人的身体健康角
度研究诚信，这样诚信就
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了。
谁不愿意拥有健康呢？从
健康角度研究诚信的意义，
至少可从两个层面着力。

一方面，从新的健康
观角度来研究。当今时代，
人们的健康观已经发生了重
大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关于
健康的概念也有了新的发
展，即把道德修养纳入健康
范畴，其主要内容包括：不
以损害他人利益来满足自己
的需要；能按照社会认可的
准则约束自己及支配自己的
思维和行为。可以说，21
世纪是一个追求“大健康”
的时代，人类追求的是生
理、心理和社会环境的全面
健康。过去，人们往往认为
身体没有生理疾病就是健
康。这种传统的健康观显然
已经过时了。现在的人们越
来越认识到，人的健康既包
括生理健康，又包括心理健
康，还包括有良好的德行。
如果一个人心理畸形、心态扭曲，显然
不属于健康的人。而要形成健康的心理
和良好的德行，诚信必不可少。诚信的
基本含义就是诚实守信，承认和尊重事
物的本来面目，这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
观和健康心理的表现。一个人只有讲诚
信，做到真诚、诚实，守承诺、讲信用，
才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也才是一个健
康的人。

另一方面，从人的生理健康角度来
研究。有的人也许并不认同健康概念的
新发展，而是坚持认为只要生理健康就

可以算是健康的人。为此，
我们有必要更深入地从人
的生理健康角度来研究诚
信的意义。人是一个极其
复杂的有机体，七情六欲
人皆有之。科学发展提供
的事实和人们长期的实践
经验都证明，人的意识对
人体自身的生理有一定的
控制调节作用，情绪高昂、
精神愉悦等对人的生理健
康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
所谓“笑一笑十年少”、
“人逢喜事精神爽”等，说
的就是意识、心理能动地
作用于人体生理过程的表
现。相反，异常的情绪活
动，会对人的生理健康产
生很大的消极影响。比如，
人们之所以能用测谎器来
测谎，正是因为一个人撒
谎时的心理影响到生理，
可以用仪器客观地测定。
由此可见，良好的品行对
于人的生理健康是大有裨
益的。品行好，堂堂正正
做人，在心理上就没有压
力，自然有利于生理健康。
相反，品行不好，不讲诚
信，承诺又不践诺，老想
着欺骗他人，不仅说明一
个人在心理上是扭曲和病
态的，而且对其生理健康
也是大为不利的。这是因
为，对于谎言欺骗等言行，
一个人或多或少总会感到
脸红、心慌，会自我谴责，
感到内疚、惭愧和悔恨，
以至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最终自然就影响到生理健
康。所以说，作伪是天下

最苦恼的事情，老老实实是最愉快的
事。

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之一，人
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自身的健康为前
提。没有健康的身心，一切都无从谈
起。人们对身心健康的重视是社会发展
的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从健康
角度研究诚信，对于加强诚信建设，充
分发挥诚信这一基本道德规范在促进人
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
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

（作者为贵州师范大学教授）

学术交流电子信箱：yefan@peopledaily.com.cn

不久前，日本 731 部队细菌战资料中
心和 731 部队细菌战真相究明会的 7 位民
间人士前往浙江省衢州市和义乌市，深入

60 多年前侵华日军发动浙江细菌战的一
些重灾区调查寻证，并记录当年受害者家

属的口述历史。图为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

受害者家属（右一）在向日本民间人士述说

日军在 1940 年和 1942 年两次向衢州发动
大规模鼠疫战的史实。

新华社记者 谭 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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