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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的宋遼邊疆—
英國伯明罕大學史懷梅教授學術訪談 *

The Moving Frontier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Naomi Standen

董永強（Dong Yongqiang）
**

一、前  言

史 懷 梅（Naomi Standen），1994 年 英 國 杜 倫 大 學

（University of Durham）東亞研究系博士畢業，學位論文

題目為《從中原北部到遼的越境舉動：約 900-1005》

（Frontier Crossing from North China to Liao, c. 900-1005），

此 後，歷 任 牛 津 大 學 聖 約 翰 學 院（St. John’s College, 

Oxford）中國史初級研究員（1993-1997）、美國威斯康

辛 大 學 蘇 必 略 分 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

歷 史 系 亞 洲 史 副 教 授（1998-2000）、澳 洲 新 堡 大 學

（University of Newcastle）歷 史 學 院 中 國 史 講 師（2000-

2007）、 英 國 新 堡 大 學（Newcastle University） 歷 史 學

院中國史高級講師（2007-2011），現為英國伯明罕大

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藝術與法律學院（College 

of Arts and Law） 歷 史 與 文 化 系（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中古史教授（2011-）。目前，她致力於歐亞北

部邊疆問題的研究，主要關注中古時期東北亞越境者、

邊界、邊疆之間的互動關係。執筆《劍橋中國史五代宋

史》「五代」部分，2007 年出版專著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1 2015 年被譯成中文版

《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發表論文〈五代時

期的劫掠與邊疆社會〉、〈遊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與

947 年遼的征服行動〉等數十篇，在學界影響巨大。

2016 年 2 月 3 日，在伯明罕大學歷史與文化系史懷

梅教授辦公室，筆者就宋遼邊疆地區的越境現象、身分

認同、族群概念、英國的漢學與史學以及她個人對中外

史學家治學方法的看法等問題對她進行了學術專訪，現

將訪談內容整理如下並附其論著目錄於後，以饗讀者。

*　 本文內容經史懷梅教授審閱，謹致謝忱。採訪設計、審議和定稿過程中，得到同期訪問伯明罕大學的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辛枝副

教授的幫助，一併感謝。本成果得到中國大陸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唐代西州基層社會與民族治理研究」和國

家留學基金 2014 年青年骨幹教師出國研修項目資助。

**　作者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訪問學者 。

1　 此書 2007 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學界有很大反響。相關評介可參見 Richard L. Davis,“Book 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7(2007): 527-528; Paul Jakov Smith,“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1(2008): 242-250; 張帆，〈書評：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漢學研究通訊》27. 3 (2008.8): 57-58；李怡文，〈書評：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歷史人類學學刊》8. 2 (2010.10): 152-155；吳國聖，〈不羈之忠—評介 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新史學》22. 3 (2011.9): 209-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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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尋找能研究的人群，那些跨界者，那些盡可能多

地可以從兩邊都能研究的人群，因此想獲得同一人的歷

史信息，它們既有來自五代或宋朝這邊的，也有來自遼

這邊的。當然，這很難，因為這段時期的文獻互相承

襲，史源錯綜複雜。4 但是我發揮自身優勢，試著利用

文獻之間的關係，設計了一種文本比較方法，試圖看到

10 世紀發生的事情。很難看出。但我試圖解開歷史的後

來版本，看看剩下什麼，看看 10 世紀可能會告訴我們

什麼。但是做起來並不容易，很明顯，在做這件事上有

困難，甚至還有問題。

董：在 10 世紀歐洲和中國北部的現象之間，您發

現了什麼？

史：它們看起來是相似的，雖然並不完全相似，但

足以引發思考。

董：是什麼原因促成了您的研究主要關注中國中古

史？

史：我的學士學位是研究中世紀早期歐洲歷史。

在攻讀本科學位第一年，一個朋友借給我一本節選的英

文版《莊子》，即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 5）翻譯的

《莊子》。讀過此書，我發現它和我以前讀過的任何東西

都不一樣。我喜歡與眾不同的東西，覺得差異真的很有

趣。因此我想更多地瞭解中國的文化和歷史，想知道為

什麼那裡的人們可以產生我以前從未遇到過的這些驚人

的想法。所以，我設法將研究範圍稍微向東方推進了一

點，並決定攻讀中國中古史（Chinese Medieval History）

的博士學位。

關於中世紀歐洲歷史我完成了我的第一個學位，然

後去了臺灣學習漢語。所以我可以攻讀中國歷史的博士

二、訪談內容

董永強（以下簡稱董）：首先，祝賀您的著作漢譯

本出版。2 這本書在學術界有很大影響。它主要是以漢

人為主的遼南人（Liao Southerner）和跨界者為研究對

象，探討政治、軍事變化對邊界地區官員和將領忠誠意

識、族群認同的影響。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我想知

道，您是如何在浩如煙海的史籍中找到值得研究的問題

的？

史懷梅（以下簡稱史）：開始研究中國歷史的時

候，我對宋遼關係十分感興趣。我不斷發現許多文獻中

記載著類似的人群，正如我之前研究早期歐洲中世紀史

時關注的人群一樣，他們做著同樣的事情。攻讀大學

時，我研究的是西法蘭克王國（West Francia，即今法

國）和安達盧西亞（Al-Andaluz，即今西班牙北部）的關

係。3 我注意到一些在那個區域時常改變立場的家族，

特別是巴努 · 奎西（Banu Qasi）家族。他們以學識淵博

聞名於該地區，我讀本科時研究過這個家族。有趣的是

巴努•奎西是穆斯林，西法蘭克是基督教徒，但很顯

然，宗教、族群聯繫和語言與他們改變立場沒有關係。

因此，他們有時樂意效忠基督徒王國—法蘭西國王，

有時他們樂意效忠穆斯林王國—安達盧斯國王。他們

並不在乎改變立場。我注意到宋遼的情況也是如此。在

漢族官員中，有人事宋，但並非宋人。當我觀察五代

時，這變得很清楚了。那些起初效忠於梁唐晉漢周之一

的人們，此後效忠於遼。他們也不在乎改變立場。歐洲

與中國情況相同，非常相似。所以，我對這些生活在邊

境地區、邊境地帶和邊疆地帶的邊疆人群非常感興趣。

2 　 （英）史懷梅著，曹流譯，《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舉》（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3 　 1984-1987 年，史懷梅就讀於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University of London, Queen Mary College），並以論文〈禿頭查理與安達盧

斯：邊疆政治與外交關係〉（Charles the Bald and Al-Andalus: Frontier Politics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獲得歷史學一等學士學位。安

達盧西亞（Al-Andaluz）為西班牙穆斯林統治區。

4 　 為破解這些難題，史懷梅首先探討了「史書編纂中的邊界（historiographical boundary）」問題，並根據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

討論，釐清了《遼史》的史源問題，並在此基礎上進行文獻相互比勘。詳見史懷梅著，曹流譯，《忠貞不貳？—遼代的越境之

舉》，第一章「史書編纂中的邊界與 10 世紀的文獻」，頁 47-53。

5 　 （美）伯頓•沃森（Burton Watson, 1925-2017），中文名為華茲生，是美國著名的翻譯家，主要致力於中日文學的翻譯與研究，對

中國哲學和史學著作也有涉及。他翻譯的《莊子》被收入大中華文庫出版，同時也入選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諾頓世界名著選集》，1997），成為中國典籍在美國譯介的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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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這種情況在中國的大學裡同樣存在，歷史系的

學者更多關注的是中國歷史，而不是俄國歷史或者美國

歷史。

史：我讀大學時，英國大學歷史系的研究只關注英

國和歐洲，也有點美國。但自從我工作後，研究範圍有

所擴展。現在大多數院系都在努力變得更加全球化，儘

量涵蓋更多世界其他各地，但這個過程相當緩慢。

董：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很多學者已經開始反思

傳統史學中漢化模式和漢族中心觀的局限性，逐步糾正

對征服王朝和異族文化的偏見，並用新的視角來客觀討

論突厥、契丹、蒙古等族群的歷史和文化地位。作為一

名一直關注歐亞草原民族和族群文化的專家，您認為以

往的中西方關於邊疆族群的研究有什麼理論缺陷？西方

的民族認同理論在多大程度上適宜於中國相關問題的研

究？

史：這真是個好問題。我認為我們在研究中國及

其他地方的邊疆問題時，主要是種族的起點問題。如果

你從種族觀念出發，你就必須探討族性（ethnicity）。6

因此，有一種假設，即民族認同必須始終是前現代時

期人們的主要身分。可能現代人的民族認同是他們的

主要身分。但這並不意味著前現代人也同樣。如果我

們認為種族是他們最重要的東西，我們就不能問種族

對他們來說是否是最重要的這個問題。我認為問這個

問題很重要，也許答案是種族對他們來說是最重要

的，但是如果我們假設答案，如果我們說我們已經知

道答案是什麼，我們就無法思考其他各種各樣的可

能。例如，我們不能思考其他類型的身分對他們來說

是否更重要。也許他們的社會身分更重要。也許他們

是 學 者 官 員，或 者 是 農 民，或 者 是 工 匠，也 許 這 些

身分更重要。或許他們的政治身分更重要。也許他

們的主人，他們的統治者，是這個人而不是那個人，

對他們來說更重要。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們必須

能夠詢問他們。因為我們不能妄想知道答案是什麼。

因此，我認為中國研究的第二個問題是，種族被認為

是最重要的，一切都被歸類為漢人或非漢人。這意味

學位。中國歷史是不同的，正因為它的獨特性，引起了

我的想像。

董：《莊子》的想像神奇、玄妙、超絕，而且充滿

了智慧。因此，很難讀懂。就斷代史而言，您認為您的

英國同行和中國歷史學家的研究有哪些比較重要的差

別？造成這種不同的原因，您認為會是什麼？

史：很 少 有 英 國 學 者 研 究 中 華 帝 國 史（Imperial 

Chinese History），做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是少數，也許

5 到 10 位，他們大多關注宋、明、清時期的中國社會

史，主要是地方史、區域史，特別是東南部地區，因為

存在大量的我們才剛剛開始調查的初級資料。這些資料

主要是由文人士大夫們製作的。而且我認為這些學者中

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輕人越來越多地使用歷史方法。因

此，在英國，為那些研究中國的人提供的傳統培訓就是

做研究、學漢學、學中文。從事漢學的技能非常重要，

但它們不同於歷史技能。我認為越來越多在英國從事研

究的學者開始使用更多的歷史方法來研究帝國歷史。而

不僅僅是漢學技能。這給了你一個非常不同的視角，因

為當今的歷史研究要求人們對某些理論、歷史理論和其

他類型的理論有一些瞭解，並採取一整套不同的方法

來做，而不僅僅是關於文本解讀。現在有很多人在英

國和美國學習中國歷史，越來越多的人想和其他大學歷

史系的歷史學家交流中國歷史。英國的歷史系過去主要

研究英國和歐洲的歷史，確實不涉及其他。但現在大多

數歷史系都有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有時更多。他們幾乎

都是現代主義者，不關注中華帝國，而是晚清進入現代

時期。因此，尤其要告訴這些人和他們的同事，中國歷

史是多麼重要，而且歷史系確實需要研究中國歷史。不

只是在中國研究系，中國歷史正逐漸成為歷史研究的主

流。這對於中華帝國史來說並不真實。因為它是前現代

的，在一些地方它仍然是在中國學系（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但確實有一些人，像我一樣在歷史系。他

們也想告訴那些研究英國、歐洲、美國、非洲等等歷史

的同事，中國史也是重要的，他們需要在歷史系中有人

研究中國歷史。

6 　 史懷梅認為，不管前現代是否存在族性觀念，人們都一致認為族性觀念在前代至少部分上已經有所規範，並且假定它決定人們行

為時起了重要作用，決定了包括從文化標準到政治效忠領域內人民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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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是的，我認為當我們看到你剛才描述的案例

時，必須非常小心。我們怎麼知道你所探討的人想被認

為是漢人？也許他們是這樣。但是，我們需要謹慎使用

我們的範疇。西方有許多不同的相關理論，但也許最有

用的是人們有多重身分。所以他們可能有國家認同身

分、地區性的身分、階級身分、職業身分、性別身分等

等許多不同的身分。他們可能在任何情況下使用一個或

多個身分。因此，他們將根據他們所處的環境選擇某些

身分。譬如說，我是英國人，英格蘭人，來自倫敦。所

以我要說的是我和誰說話，如果我跟美國人說話，我可

能會說我是英國人。如果我和蘇格蘭人談蘇格蘭獨立，

我可能會說我是英格蘭人。如果有人問我從英國哪裡來

的話，我可能會說我是倫敦人。所以我使用的每個身分

都取決於我所處的環境。我也可以使用我的階級身分，

或者我的性別身分，這取決於情況和與形勢相關的東

西。因此，當你在思考情況時，多身分的概念，每個人

都有許多身分，他們選擇不同的情況可能是最直接有用

的。例如，可能是你唐人，屬於非漢人群，取漢名，學

寫漢字。但他們也可以繼續沿用自己的、原始的、儀式

的習俗。他們可能有他們喜歡吃的食物，所以這取決於

他們處於什麼樣的境地，他們在做什麼。如果他們和一

個中國皇帝交談，他們可能想要強調他們能讀和寫中

文。如果他們在和親戚談話，他們可能會說讓我們開個

派對，來吃傳統食物。

董：近代民族國家成立之前的遼人、宋人、金人等

這些族群跟民族有什麼不同，我們在做歷史時期的邊疆

民族研究的時候，nation，ethnic，people 這些概念到底該

怎樣使用，您認為哪個更加合理？

史：另一個重要的理論是身分被建構的想法。它

們通常是出於政治原因被製造出來的。沒有什麼是固定

的。所以不能認定生於河南的人就是中國人。出生地這

個要素很重要，但它不一定會對那個人的一生都重要。

所以我想，遼和金繼續唐的實踐，更多重視的是人們所

能做出的貢獻，而不是他們的種族或文化背景。例如，

唐朝重用高句麗人為將領，遼則用宋人為將領等等。在

這一點上宋似乎是不同的，可能也是 1005 年澶淵之盟以

後，北宋時期的文人菁英愈加強調夷夏之別，越來越多

地強調宋人和遼人的不同。因為他們是敵人，宋想要把

著除了我剛才描述的問題之外，它還假定你可以很容

易地分辨出誰或者什麼是漢人，誰或者什麼是非漢人

群。而且這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區別。另一個問題是

所有的非漢人群屬於一類，所有的漢人屬於另一類。

所有的非漢人群被混在一起，但它們彼此不同。漢人

一直都是漢人，非常特別。如果認為中國性重要，而

非中國性不重要；如果將人群分為漢人和非漢人兩大

範疇（categories），那麼就必須思考如何定義他們？

漢人是因為他們是漢人後裔，還是因為他們的行為，

或者因為他們所採用的文化而是漢人？譬如，如果你

用中文名字，並聲稱要像一個漢人一樣行事，你會變

成漢人嗎？問題是，這兩者都被使用了。有些學者會

用其一。當祖先們的定義適用於他們想要表達的東西

時，他們就會使用該定義；或者當使用中文方式的定

義適用於他們所想要表達的東西時，他們就會使用中

文名稱的定義。因此，根據你所說的，可以使用這兩

個詞，也可以使用任何一個定義。所以，如果你想聲

稱 10 世紀的中國邊疆人群不為非中國統治者工作，那

就沒有中國人會為一個非中國統治者效忠。如果你想

宣稱這一點，那麼你就定義了邊疆人，你強調邊疆是

一個混合民族的地區，因此邊疆的人不是中國人。所

以沒有中國人會為非中國人效命，因為那些人不是中

國人，這是非常方便的，如果這就是你想說的話。如

果你想宣稱非中國統治者變得中國化，那麼你強調的

是他們用漢名，用漢人政府結構等等，突然他們成為

中國人。當然，唐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們起源於混

合種族，這是非常清楚的。但歷史學家真正喜歡說：

「但他們是中國人」，所以這是非常矛盾的。人們對此

非常擔心。我想人們很擔心：「這些人是中國人，哪些

人又不是中國人？」而不是說：「我們不用擔心」。讓

我們看看他們做了什麼。讓我們試著去研究到底是什

麼真正激勵了他們。也許是他們的民族身分，也許不

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是不堅持的動機一定是他們的種

族認同。

董：當我們讀唐代的一些歷史文本時，我們可以看

到，在唐代，一些非中國人在西部地區可以改變他們的

身分。您認為西方的身分理論是否適用於這種情況下人

們可以改變身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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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不知道它的真正含義。我們從古代歷史記載中僅僅知

道突厥與中原不同。我們對他們的感情和他們的文化瞭

解甚少，關於他們的信息和材料非常有限。然而吐魯番

文書中記載，突厥游奕部落派人修護堤堰，引水灌溉農

田。8 我怎麼能用原始材料和新的視角來研究這麼少的

信息呢？

史：吐魯番的突厥人修堤堰，澆農田，是一個很

好的例子。一種方法是說：讓我們把研究人群的所作所

為放在首位，而將族群標籤放在第二位。也許我們可以

構建一個場景：這裡有一群人被稱作突厥人，他們修渠

灌溉，他們養馬，他們貿易，或者做其他事。雖然你能

得到一個被稱為突厥人做的所有事情的清單。但你無法

假設你知道他們將要做什麼。你得從歷史文獻所記載的

人們開始探討，得從那裡開始建構。因此，我們經常犯

的毛病是，有突厥人這個範疇，並且認為文獻告訴我們

的某些事是所有突厥人都會做的。但是，他們當然並不

都那麼做。你可以將它作為因素之一，與出土文獻記載

的人們實際正在做的事情進行比較。它們是否匹配？或

者它們在哪裡匹配，哪裡不匹配？也許他們並不是都在

做同樣的事情。人們正在做的事情上有什麼樣的變化？

他們做同樣的事情還是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假設任何

一個突厥人都會和其他突厥人一樣做同樣的事。因為我

們不認為漢族人都做同樣的事情。漢人中有些人是文人

士大夫，有些是農民，有些是工匠，有些則是士兵。那

麼，我們為什麼會假設每個突厥人都做同樣的事情呢？

我想說的是，族群研究首先應該從文本中的實際內容開

始，然後擱置但非忽視其標籤，而是將其放在一邊，放

在第二位，專注於文本告訴我們的研究群體的行為：他

們在做什麼。

董：這答案很棒，但文本有時互有出入。

史：這是歷史文本的問題。編撰歷史很困難，史家

們不得不從某種視角出發修史，形成歷史記載的文本。

遼「他者化」（othering）。7 也許遼也做了同樣的事情。

但要做到，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我認為這是些需要

思考的重要想法，因為我一直在說這些事情應該是問題

而不是答案。我們不應該假設答案。如果我們考慮少數

派，而使用「少數民族」是有問題的，因為它假定有多

數。如果你談論少數民族，那麼你就假定漢人占多數，

所以漢人總是處於中心地位，不能平等方式看待其他族

群，無論他們是誰。如果你使用「族群」這個詞，你可

以將他們視為獨立於漢人的族群來考慮。不必總是和漢

人有關，可以考慮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你可以考慮突

厥人與藏族人的關係，如果與漢人無涉的話，根本不需

要有漢人存在，所以我認為避免使用「少數民族」是非

常有用的，因為如果用這個詞，就永遠逃不出胡漢兩分

的分析模式。它假定大多數人口是中國人。當然，唐代

人口極其混雜，會忽略使用「少數民族」，因為它假設

有「漢人」，而「漢人」其實是種族混合而成的。

董：讀您的書讓我重新思考如何在我的研究中運用

民族觀念，因為在唐代，我們沒有這個概念。用現代概

念來分析前現代情況是否合理？

史：這非常困難。如你所言，「民族」是現代概

念，很多研究試圖在一個沒有真正用過它的歷史時期探

討它。你的課題名稱是「唐代西州基層社會與民族治理

研究」，所以，如果你只是從基層社會的視角去思考治理

問題，那麼你就忽略了族群問題，並沒有嘗試和談論族

群問題，是只關注治理和基層，而不擔心族群是什麼。

族群對你的研究有貢獻嗎？他們有什麼貢獻？這些是你

要思考的核心問題。我傾向於用遼來指政治單位，它當

然是多民族的，有漢人、契丹人、突厥人、沙陀人、回

鶻人，是多族群混合統一體。所以，我將政治單位與文

化團體等其他團體嚴格區分開來。更傾向於探討文化單

位，而不是族群，因為你可以談論文化。

董：在正史上，突厥只是一個名詞而已。因此，我

7 　 「他者」是在現象學中與同者相對的概念。他者的形成必須發生在二元對立的關係之中，而且對立的雙方存在著某種不平等或壓

迫關係。同者利用武力、語言、意識形態對他者行使霸權，對其進行排擠、支配和控制。他者被邊緣化、屬下化，失去話語權的

過程稱為「他者化」。

8 　 兩事見吐魯番阿斯塔那 509 號墓所出〈唐開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縣申西州都督府牒為差人夫修堤堰事〉和〈唐開元

二十二年（734）西州都督府致游奕首領骨邏拂斯關文為計會定人行水澆溉事〉，文書內容見唐長孺《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錄本第

4 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 3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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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敞開胸懷，非常非常挑剔。我有這樣一個框架，

讓我思考種族問題。對這些人沒什麼用。那麼，我能不

能從不同的角度來考慮這些人呢？使用新的範疇讓它更

有意義。所以我試圖深入到我所讀到的人的頭腦中，我

正在研究誰。好吧，他們不是從種族角度來思考的。我

能確定他們是怎麼想的嗎？他們在想什麼？所以在我的

書中，這讓我想到，忠誠似乎是激勵他們來到這裡的原

因。他們把忠誠放在哪裡似乎是驅使他們的原因。所以

我在尋找是什麼驅使人們採取行動。那麼，是什麼讓人

們以某種方式行事呢？我能看看裡面的圖景嗎？但實際

上很多人都在使用同樣的東西 ( 也就是忠誠 )。所以願

意重新審視分析所用的範疇，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這

樣你就不會認為你已經知道這些範疇是什麼了。你說，

「實際上，這類分析是行不通的。有什麼我能用得更好

的嗎？」但這並不容易。

董：在邊疆民族地區，當您處理中央和地方政府

時，很難只使用一個分析框架。

史：是的，所以，就你的研究來說，你要自問：種

族是有用的嗎？它起作用了嗎？這是人們正在使用的東

西嗎？得把它當作一個問題來問。不要想當然。同時，

我也會想：政治在這裡是如何運作的？這些人自認為是

唐代行政區的一部分嗎？或者他們認為自己是突厥的一

部分？這與政府機構、行政單位，還是與忠誠有關？如

果你在談論粟特人，尤其是它真的與經濟學有關嗎？它

真的是關於與貿易網絡和人群關係相關嗎？可能根本不

是。那真的是它們的意義嗎？是契約嗎？他們是否考慮

與人簽訂契約？與死者簽訂合同？還有什麼可以談論或

思考的？與階層有關嗎？人與人之間有明顯的區別嗎？

我們是下層民眾，我們就必須做文人告訴我們的，或者

我們必須按照官員告訴我們的去做。還是我們必須做我

們的首領告訴我們的？所以我會盡可能考慮更多不同範

疇。你能看到人們使用多少種不同的範疇，然後你可以

開始說：哪個更行得通。在你的文本中，哪個範疇似乎

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現在人們關心的事物中。不是在我們

腦子裡，而是在文本裡。但是，我們必須從我們自己看

待世界的方式後退一步，因為現實世界是由一切通向我

們的事物所塑造的。我試著想像過去的人們有不同的方

式來構建這個世界。他們採用不同的方式來構建的世界

但是如果我們試圖瞭解那些被書寫者的所作所為與所思

所想，我們唯一能依賴的就是史家們的記述，但這是有

問題的。我們不能依賴於史籍記載告訴我們被書寫者的

言論，因為很多時候史家編寫歷史以彌補歷史人物的言

論，是編撰者創造了這些話。所以這是不可靠的，但我

們可以更自信地描述某個歷史人物，比如，他給某人寫

了一封信。他殺了某人。他又投靠某人。他參加了修渠

勞動。在小心求證同時，對他所做的事，我們可以稍微

有點自信。

董：在我看過您的書之後，我很欣賞您用來分析種

族和身分的框架，我想把這個框架應用到我的研究中。

然而，由於時間和材料的限制，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

為我的課題制定一個新的框架。您是如何建構分析框架

的？

史：這非常困難，它我花了很長時間。在讀博士

時，我逐漸設計出研究所需的分析框架。但是，當我為

本書重新修訂博士論文時，我把所有東西都顛倒過來。

實際上，我要從另一個地方開始，因為在研究過程中，

我改進了分析框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個提前創建的

單一模式的分析框架。我的出發點是：我們能弄清楚我

研究的歷史人物是怎麼看待忠誠的，他們又是如何從忠

誠中獲益的。那是在閱讀一些傳記並將之與歐洲的案例

比較後發現的一個問題。現在，我正在用一個新的框架

來考慮它。忠誠源於對國家邊界的擔憂和不滿，以及對

利用國家政治實體作為前現代歷史的主要基石的不滿，

而我們仍然經常這樣做。很明顯，像佛教這樣的事物不

注重國家邊界。那麼，當佛教與國家邊界無關的時候，

你該如何處理佛教這樣的話題呢？你可以斬釘截鐵地

說：「這是遼的佛教，這是高句麗的佛教，這是西藏的

佛教。」但它們實際上都是密切相關的。所以這不是很有

幫助。出於政治原因，研究者常常人為地把它們分成不

同的單位。這就是為什麼政治如此重要？所以我正在嘗

試思考研究這些問題的新方式。因此，我認為，要想形

成新的框架，就必然要拋開舊的思維方式，並對其進行

真正批評。追問自己：「它們不起作用。有什麼別的我

可以用的嗎？」「即使它帶我去一個非常奇怪的地方，

它可能會做什麼。」努力嘗試形成分析框架。每個項目

都需要自己的框架，而且需要自己的方法。我們所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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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有價值的工作，因為它是一個新的領域，我們知道

得很少。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考古工作也正在進行中，特

別是在北方。我會特別感興趣看到北方的考古進展。譬

如安史之亂以後黃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區的考古成果。目

前，在東南部的宋代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為這是所有

材料的所在地。也是材料能所反映的地區。但事實上：

北方發生了什麼？我希望看到更多的關於金、遼、蒙古

的著作，因為中國學者對蒙古的研究不多。還有元代和

元以後。人人都研究忽必烈，但沒有人研究元朝後期，

所以很少有人研究元代中期和後期，所有學術語言中都

是如此。

董：相比其他朝代，可資利用的資料的多寡是非常

關鍵的。

史：但元代有很多書面材料。元代是真正的謎，因

為元代確實有文字資料。這並不難，但人們不學習它。

董：您認為具備什麼樣的素質才能稱為一個優秀的

歷史學家？

史：我認為歷史學家首先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的品

質、技能和習慣就是懷疑主義。不相信所讀到的，批

判並檢驗所面對的。這並不是說應該考慮它的真實性

（authenticity）。我認為，真實性對歷史學家來說並不是一

個有用的概念，但他們應該閱讀並懷疑：「這是真的嗎？

這真的發生了嗎？」「寫這個的人是誰？他們為什麼要

寫這個？他們想說什麼？他們想讓我明白什麼？」「如

果我知道，那麼這能幫助我瞭解到底發生了什麼嗎？」

報紙報導試圖以同樣的方式告訴你，他們編故事，試圖

告訴你一個特定的解釋，但你必須剝離解釋，並告訴自

己說，事實上，他們的解釋背後有另一個故事，也許這

才是我更感興趣的。其次需要耐心和韌性。即使看起來

不可能，你也要堅持下去。最後還需要有想像力。你必

須能夠試著把自己放在古人的立場上去思考。這樣想：

我是一個現代人，但我正在嘗試想像生活在那個世界，

一個歷史的世界，想像它是什麼樣的。

董：如今，許多研究歷史的大學畢業生在中國找不

到工作。他們將不得不攻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因為

他們相信如果他們能獲得更高的學位，他們就能找到一

份好工作。但在他們獲得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之後，他

們仍然不一定可以找到好工作。所以有些人說學習歷史

對我們來說並不總是有意義的。例如，宗教可能是重要

的。對於西方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構建世界的

方式。我們在學生中經常使用這種方法。我們試圖讓學

生們明白，在這個世界上，宗教對人們來說是一件生死

攸關的事情。他們寧願死也不願放棄他們的宗教信仰。

讓學生瞭解這一點是一項重大成就，因為他們中的大多

數人覺得很難理解，因為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世俗的國

家。但這有助於他們認識到，也許還有其他範疇在過去

是重要的，即使它們現在不重要。

董：現在學術界提倡跨學科研究，在您思考書寫全

球中世紀史（Global Middle Ages）時，您有沒有借鑒社

會學、人類學、歷史地理學或其他學科的最新理論和方

法？如果有，您能舉個例子嗎？

史：我認為西方歷史學家是喜鵲。他們從任何地

方獲取主意，只要它們行之有效。在做全球中世紀課題

時，我們借用了大量不同的想法。比如：我在研究中越

來越多地使用物質文化。不是來自物質文化上的文字，

而是城市規劃和陶器，以及那種真正的考古學材料。最

近我一直在思考，我發現從非洲考古學的研究中得出有

關政治權力的理論是非常有趣的。因此，非洲考古學家

提出了一些非常新穎的政治權力觀，我認為這非常有

用。他們幫助我思考我所關注的歐亞大陸東部的政治權

力。他們對政治權力的本質、權威和合法性有一些非常

獨特的見解，可資借鑒。

董：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研究方法的

差異。以往中國學者在研究中更多採用傳統的方法，而

不使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因為他們認為不同學科之間存

在著明顯的分界線。但現在也強調跨學科研究。

史：有很多西方歷史學家喜歡以一種非常傳統的

方式進行研究。對很多學科來說，這是一種非常明智，

而且優良的工作方式。但對於像全球中世紀這樣的新話

題，我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研究。我們還在努力研究如

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因此，這是一個領域，還有很多其

他領域。但這個領域，在思考關於事物的思維方式方

面，其他學科可以提供給我們的是有用的。

董：在中國未來的中古史研究領域，您最希望看到

什麼樣的成果呢？

史：目前在絲綢之路上做了很多工作，我認為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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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並不是每一種解釋都是正確的；有些人寫了糟

糕的歷史，誤用了證據等等，但有可能有幾種不同的有

效解釋，它們確實以一種完全合理和明智的方式使用證

據，但得出了不同的結論。這些結論可能都是完全合理

的。只是你可能會從一個角度說，「我贊成這個解釋」，

我可能會說，「我支持那個解釋」。這沒什麼。因為你們

可以互相討論，為什麼你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解釋，

這讓我思考我的解釋，然後我會說一些能讓你們思考你

們的解釋的東西，所以我們都學習了。因為歷史不是固

定的。對歷史的研究總是在變化，而且總是流動的。它

是活著的，一種活著的東西。我告訴我的學生，當我們

意見不一致時，我們學到的最多。有禮貌地，有證據的

討論歷史，證據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解讀證據有許多

不同的可能方式，也不是只有一種方式是正確的。因

此，可以從人類學視角去解讀，得出一個答案。也可以

用歷史地理學視角來解讀，可能會得出另一個答案。以

此類推。然後你把這些答案放在一起，會認識到整個事

物的每個不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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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8-132.

2007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曹流譯，《忠貞不貳？—遼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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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用的。您認為，歷史對於普通人的價值和意義是

什麼？

史：這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歷史本身：歷史如何

對人們有用？另一個是歷史學位對人們有用嗎？我認為

第一個問題很容易回答。歷史對人們來說很重要，因為

它幫助他們瞭解我們的世界是從哪裡來的。它有助於給

人們一些感覺：其他人對事物的想法、做事的方式是與

我們不同的。人們必須面對這種差異。就歷史學位而

言，30 年前在英國，由於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不喜歡歷史，出現了一場大恐慌。她認為歷史

是無用的。所以歷史學家們聚集在一起，列出了一份歷

史研究帶給學生的技能清單，今天仍然在用。現在大學

都有開放日（open day），為申請者攻讀歷史學位提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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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進行邏輯縝密的論證。史料總是不完整的。但你仍然

必須能夠從史料中得出結論，並根據不完整的材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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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在這個國家，許多雇主看

重歷史學家所具備的技能，因為他們希望人們對事物能

夠批判和思考，能夠用證據建構一個清晰連貫的論點，

而不用擔心他們信息不全。

董：常有人說：「歷史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9

對某些人來說，研究歷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真相。

但對於一些人來說，他們不認為歷史有任何真實性。您

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

史：我認為在英國、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歷史不

是尋找真相。真相不止一個。歷史可能有很多真實的解

釋，歷史研究的重點不在於發現一個單一的真相；而在

於就歷史進行辯論、討論和對話。並且要理解，許多不

同的闡釋方法可能都是有效的，因此一個歷史事件可能

存在幾個不同的合理解釋。有效與否，取決於你是誰，

以及你想用它做什麼，你選擇了哪種解釋。但它們都是

9 　 有人認為此話出自胡適，實為謬傳。相關研究參見謝泳，〈胡適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新民週刊》5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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