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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散研究的学术图谱与理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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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散” 是民族研究的重要概念，从特指犹太民族在世界各地漂泊，到指

涉全球化时代各种类型的跨国移居群体，相关研究已经历了 ４ 个明显的发展阶段，在此基

础上形成以散居族裔生存为核心的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以及强调杂糅文化身份和超越
逻辑为特点的文化理论。 前者对离散定义域与离散类型学做出巨大贡献，后者对推动后
殖民主义的理论发展功不可没。 ２１ 世纪迅猛发展的全球化与人口自由流动冲击了“ 离
散” 概念的传统定义基础，造成与“ 离散” 相关的理论危机，并诞生了跨国主义理论，二者
之间交集紧密却又各有侧重， 反映出学界切入全球化语境 下 民 族 研 究 的 不 同 视 角 与
关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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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国际学界震惊于法西斯针对犹太人所进行的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政策，开始严肃
地反思犹太、亚美尼亚等族群的流亡史，从中吸取历史教训。 这股历史反思潮流与那些在西方学界
试图获得发声机会的日渐强大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知识分子的奋斗目标相契合，由此推动了
离散（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研究的理论化与学术批评，离散研究蔚为大观。 进入本世纪，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人
口自由流动的增加，动摇了离散的概念域基础，在此情况下学界有必要对这一术语进行深刻的历史
追溯，在新语境中再理论化，使之与时俱进，为当下的民族研究服务。

一、“ 离散” 的定义与学术演进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 离散） 这个词出现在希腊文的《 圣经·旧约》 翻译中，是由“ ｄｉａ” 和“ ｓｐｅｉｒｅｉｎ” 组成

的一个复合动词，具有“ 分散” 、“ 散播” 或“ 飞散” 等主动离开一个中心到其他地方生根从而扩大种
群的含义，因此离散具有强烈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意味，因为种子的播种和扩散与犹太 － 基督教、伊
斯兰教中关于雄性精子的宇宙观密切相关。① 从词源角度说，“ 离散” 一开始具有但并不偏向于今
天所特指的悲怆含义，在希伯来语中“ 驱逐” 和“ 流放” 的含义更常用“ ｇｏｌａ” 和“ ｇａｌｕｔ” 表达，但在词

义的演化过程中“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受到偏爱，成为一个适用范围广泛的表达方式，涵盖了罪过、分散、移居、
忏悔与回归等诸多含义。②

目前学界公认的“ 经典离散” （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是“ 受害者离散” （ ｖｉｃｔｉｍ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即故土发

生创伤性事件，从而使其人民被迫遣散到两个甚至更多的外国移居地。 就犹太民族而言，公元前

５８６ 年所罗门王建立的神庙被美索不达米亚帝国摧毁，犹太人被迫放弃上帝经由摩西承诺给他们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２０ 世纪以来中美跨国英文书写中的上海” （ 项目编号：２０１６ＢＷＹ０１１） 的阶段成果；２０１８ 上

海市与上海海洋大学精品课程“ 英国文学” 阶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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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从而开始他们永远的流亡，这起事件成为其民族集体记忆中的离散源头。
然而，犹太人在世界各地的漂泊经历远比灾难性叙事传统更复杂，例如犹太人采用巴比伦日
历，将自己的神话、历史、法律等汇集成《 圣经》 的雏形，移居地实际上成为文化再创之地。 据此，美

国人类学家詹姆士·克利福德（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在其对各离散群体所作的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 我们应该能够接受犹太历史对‘ 离散’ 话语的继承性限制，但却无需将犹太历史变成规定性的离
散模板，对于一个在新的全球条件下旅行与杂糅的话语来说，犹太史（ 以及希腊的和亚美尼亚的历
史） 可以看做‘ 离散’ 概念的起点，却不是规范性的标准（ ｎｏｎ⁃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 ①

随着离散所指涉族群的扩大，相关研究的范围也在扩大，英国社会学家罗宾 · 科恩 （ Ｒｏｂｉｎ

Ｃｏｈｅｎ） 就此从社会学角度梳理了“ 离散” 研究迄今经历的 ４ 个主要阶段：②

第一个阶段：１９６０—１９７０ 年代，离散是一个大写的单数词“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主要指犹太人的悲惨经

历，但已经开始系统地扩展，包括曾经沦为受害者并被迫离开故土的非洲人、亚美尼亚人和爱尔兰
人，后来又悖论性地加进因为离散的犹太人回归而造成家园丧失的巴勒斯坦人，这些典型离散群体
的历史经验的核心是残酷的压迫者导致其受难，从而形成两个具有原型特点的元素：１．从故土被强
行逐出的创伤；２．集体记忆中最显著的故国家园意识。
第二个阶段：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代初期，离散的首字母由大写改为小写，其指涉范围不断扩大，包

括了历史经验各不相同的远离故国的群体。 １９９１ 年《 离散》 杂志（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创刊，标志着人们开始

有意识地将该理论作为一种批评工具或研究视角来研究历史和当代族裔散居问题。 在创刊号中，
主编托洛彦（ Ｋｈａｃｈｉｇ Ｔｏｌｏｌｉａｎ） 提出：“ 离散是跨国时代的代表性社会样态，但在该从事跨国研究的

期刊中，这个曾经用来指涉犹太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被迫散布全球的术语如今具有了一个更大
的外延，包括如下类型：移民、海外侨民、难民、短期海外工人、流亡社群、海外社群、少数民族社群
等。” ③显然，这里所提及的各种群体的历史经验、集体叙事（ 集体记忆） 、同故国的关系等，都与受难
者离散大为不同。

第三个阶段：１９９０ 年代—２１ 世纪初，社会建构主义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ｔ） 们受后现代解读方

法的影响，致力于分解离散概念的两个基石：“ 故土” 和“ 种族 ／ 宗教共同体” ，提出在后现代社会，身
份已经去故土化，并以一种弹性的情境性的方式建构或解构，因此前两阶段提出的“ 离散” 概念必
须作出调整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复杂性。 例如索克菲尔德（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ｏｋｅｆｅｌｄ） 认为离散只是族群的
特例而已，“ 这只是想象出来的跨国共同体，将零散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联合起来。 不是所有移居
者都参与进这样的想象共同体，也不是所有移居者群体都将自己想象成跨国的存在，因此将离散作
为所有移居者的同义词是一个根本错误，离散意识必须经过动员才得以形成，也就是说，是一种社
会建构。” ④

第四个阶段：进入 ２１ 世纪，面对流动性越来越强的全球化社会，离散的概念似乎需要进一步更

新，却又不能失去其基本定义域，于是罗宾·柯恩等学者试图在前三个阶段的理论发展基础上统一
离散概念，提出定义离散的核心元素、共同特征和标准型（ 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ｓ） ，便于学界确定某一移居群体
是否属于离散群体，下文将对此做较为详细的阐述。

从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离散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 一是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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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社会科学研究，以罗宾·科恩、萨夫兰（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ａｆｒａｎ） 等学者为代表，以实证研究为主，关注
离散社区的生存状况，关注离散的类型学（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在经典的受害者离散基础上提出
多种影响深远的离散亚型，并试图综合出一个离散的标准型；二是以文化和文学学科代表的人文研
究，以斯图亚特·霍尔（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 、霍米·巴巴（ Ｈｏｍｉ Ｂｈａｂｈａ） 、保罗·吉尔罗伊（ Ｐａｕｌ Ｇｉｌｒｏｙ） 、詹
姆士·克利福德、童明等学者为代表，更愿意将离散看作“ 后” 时代里超出单一民族范畴而产生的
文化现象，以及由此在美学和文化判断上引起的变化。 学者们试图描写离散状态中那些难以通过
社会科学量化的不可捉摸的成分，关注的是凝聚这些实体（ 哪怕是想象的共同体） 的文化认同、以

反记忆（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ｍｏｒｙ） 和反历史（ ｃｏｕｎｔ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方式进行的共同想象的建构、双重意识的发展、
以杂糅和超越逻辑为特点的反本质主义体系等。 两个领域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学术观点的分歧，只

是关注点不同，二者对于全面理解离散都是必需的并相互渗透。 人文学派看重的离散意识，离不开
对离散群体的社会状况的了解；同样，许多社会科学派的学者也借鉴人文学派的后现代理论与研究方
法。 何星亮等学者认为，包括离散研究在内的人类学界的科学研究范式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就已
向人文学研究范式转换，①这也解释了当下文化研究界的离散研究热潮为何高于社会与人类学界。

二、社会科学派的关注点
在《 离散》 杂志 １９９１ 年的创刊号中，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学者威廉·萨夫兰提出，要确定一个

族群是否是离散族群，需要考虑如下参数：１．本身或其祖先从一源发的“ 中心” 被驱散到至少两个及
以上的“ 边缘” 地区；２．维持着有关源发故土的集体记忆、意象或神话；３．觉得自己没有或许也不可
能被居住国完全接受，感觉自己被部分地排斥和隔离；４．认为自己祖先曾经栖居的故土才是真正理
想中的国土，是在时间适合的时候他们这个族群最终要回归的地方；５．集体性认为有责任保持和恢
复故土的安全和繁荣；６．与故土的持续联系决定了他们的族群意识与族群团结。② 概括起来，就是

６ 个关键词：真实的受害史、故土记忆与神话、宿主社会的排斥、返乡的渴望、不间断的故土联系、明
确的集体身份认同。 这 ６ 条标准迄今还是学界用以界定一国中某一特定人群是否能被归入“ 离
散” 群体的重要参考标准，也是离散理论切入各领域研究的重要参数指标，但很显然，萨夫兰过于
强调离散者与故国的关系而看轻了他们在居住国的本质。 离散并不只意味着危险与创伤，离散还
具有生存的优势，尤其在当下的政治经济全球化时代，离散具有跨国生存和世界主义的积极维度。
另一方面，即使是被看作原型的犹太离散经验很大程度上也不符合萨夫兰提出的离散标准。

犹太人的回归理念常常只是对所处的异邦语境做出回应的乌托邦（ ｕｔｏｐｉａ） 式的投影。 实际上从圣
经时代到当下，犹太离散意识中一直存在故土情结与事实回归之间的矛盾心态，而且犹太离散群体

中声势强大的“ 反复国主义” （ ａｎｔｉ⁃Ｚｉｏｎｉｓｍ） 对回归的目的论所做的批评也被萨夫兰排除在外了。
更重要的是，犹太经验常常意味着许多离散与再离散的经历，在历史的和集体的记忆中这些经历未
必前后承续，却彼此呼应。 将无序散布各地的犹太社会联系起来的宗教中心也不止一个，如巴比
伦、巴勒斯坦、埃及等，跨国文化史学家高伊坦（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Ｄｏｂ Ｆｒｉｔｚ Ｇｏｉｔｅｉｎ） 研究发现，中世纪犹太世
界中常常出现对特定城市的情感归向，有时候比宗教和种族联系更有凝聚力，③萨夫兰以一个地理
中心建立的“ 离散—回归” 模式不符合犹太人的实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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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索克菲尔德（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ｏｋｅｆｅｌｄ） 为代表的建构主义者也质疑萨夫兰的定义域。 他认为离散意

识的社会建构需要如下 ３ 个方面的要素：１．机会结构（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例如密集的通信与交流
方式，宽容的法律和政治环境；２．动员实践（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例如各种社区协会、游行、募集基金活
动等；３．架构（ｆｒａｍｅｓ），这里指的是“根” （ｒｏｏｔ） 和“ 家” （ ｈｏｍｅ） 这类概念和历史记忆的重要性，因为这
些概念为族群的集体想象提供材料。 索克菲尔德已不再给特定族群贴上特征性标签，相反提出如下

问题：什么事件或发展推动了离散型反应？ 什么载体承担了传播离散话语和培养离散想象的责任？
什么样的威胁和机会能将人们统一在跨国组织中？ 意见领袖们使用什么理念激发离散意识？①
柯恩等学者在本世纪提出的“ 标准型” 离散是对萨夫兰等众多学者观点的某种总结、归纳、折

中和补充，主要包括如下 ９ 个参数：１．通常借由某一创伤性事件从最初的故土被遣散到两个或更多
的外国地区；２．除了受害者离散之外，某些离开故国的群体也可以看作是离散的亚型（ ｓｕｂｔｙｐｅ） ；３．

有关故土的集体记忆和神话，包括故土的地理位置、历史、遭遇和成就；４．对真实或想象的祖先故土
的理想化，集体性投入到对故土的维护、恢复、安全、繁荣甚至创造的活动中去；５．经常性发起返回
故土的运动，这类活动常获得离散群体的集体认可，尽管群体中的许多人只满足于一种替代性关系
（ｖｉｃ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或者不经常地拜访故国；６．长时间保持的强烈的种族群体意识，其基础是对
群体独特性的认知，对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和宗教遗产以及对共同命运的坚信；７．同宿主国社
会（ ｈｏｓ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的关系不和谐，表明被接受的程度低或者该族群可能面临另一场灾难；８．同生活
在其他国家的同种族成员之间惺惺相惜并有共同的责任担当意识，尽管此时地理意义的故土也许
已经踪迹难寻；９．在宽容多元的宿主国有可能过上独特的、创造性的、丰富的生活。② 这个“ 标准”

吸收了迄今以来几乎各种定义法的核心要素，具有某种普适性，但某一海外移居群体究竟满足 ９ 个
标准中的几个算是离散，其实争议很大。

柯恩更重要的贡献也许是对离散的类型学研究，提出多种离散亚型，将人类历史上的规模型移

居群体大体分成如下几个：１．受害者离散（ ｖｉｃｔｉｍ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爱尔兰人、非洲
黑人等的离散；２． 劳工离散 （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 如迁移到世界各地的南 亚 劳 工 群 体；３． 帝 国 离 散

（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如从欧洲移居到殖民地的白人族群；４．商贸离散（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
如到东南亚经商定居的华人和分布亚欧各地的黎巴嫩人等；５．去故土化多重离散（ 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如非裔加勒比人在欧美的离散、黑人环大西洋离散等。③ 此分类法对于学界的离散细分
和深化研究具有蓝图意义。 对比之前萨夫兰提出的判断标准，可以明显看出柯恩补充了 ３ 个方面
的内容：１．以旅游、贸易、投资、通信等形式存在的返乡却不定居的联系；２． 分散在不同国家或地区
的同一族群不是向唯一中心故土聚拢，而是建立彼此的联系；３．在文化多元宽容的宿主国有可能过
上创造性的丰富生活。 尽管柯恩的“ 标准型” 具有很强的涵纳能力，但总体而言，“ 故土” 仍然占据
着核心地位。 柯恩的研究也忽略了具备群体效应的、集中出现于二战后的来自第三世界的后殖民
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不属于柯恩所提出的任何一类离散亚型，但正是他们这个特殊群体一直在努力
为实际上没有话语权的离散边缘群体发声。 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曾自称为“ 文化和政治性离
散”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④意思是说他们的离散经历若转化成文化实践，可使西方的政
治和文化发生蜕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这类知识分子的数量也在增加，成为后殖民时代离散
①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ｏｋｅｆｅｌｄ， “ Ｍｏｂｉｌ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ｖｏｌ． ６， ｎｏ． ３， ２００６．
②③
④

Ｒｏｂｉｎ Ｃｏｈｅ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１７，１８．

Ｈｏｍｉ Ｋ． Ｂｈａｂｈａ，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Ｈ．Ｒｉｃｈｔｅｒ （ ｅｄ．） ，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ｒｅｎｄｓ

（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Ｂｏｓｔ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ｄｆｏｒｄ ／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 １９９８， ｐｐ．１３３１－１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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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生产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因为种族歧视的存在，他们和宿主国的关系也同样具有离散群体的
某些共性。 他们与那些被当作奴隶或契约劳工来到美洲或其他地区的种植园、矿区、工地的前辈们
在方方面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但他们需要那些仍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同种族群体的数量优势以获
取支持者，而那些底层同胞也需要这些知识精英为其代言，由此汇聚成互惠互利的“ 想象的共同
体” 。 从某种意义上说，离散是后殖民知识分子推动和建构出的“ 差异化” 理论，是旨在团结和动员

零散的族群成员的策略，将种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提升为某种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抗衡的集
体力量，从而使种族群体在故土之外得以合理而茁壮地存在下去。

三、人文学派的关注点
离散的人文学派因其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结盟而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其中首先值得关注
的是英国的黑人学者斯图亚特·霍尔对离散与文化身份之间关系的地标性讨论，以至于在很多中
国学者看来，离散与后殖民的文化研究就是一种身份研究。① 霍尔通过对加勒比黑人的电影与再
现文化的研究指出，目前的文化身份研究存在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把某种想象的一致性强加给分
散和破碎的离散经验，建构出一种集体的完整自我；另一种思维方式认为，文化身份绝非根植于某
个离散者可以最终彻底回归的固定的源头，它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因此离散者的
文化身份是由两个同时发生作用的轴心或向量架构的。 一个是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向量，指出离散
者和过去的根基的连续联系；另一个是差异和断裂的向量，即离散者所共有的东西恰恰是他们同过
去的严重断裂的经验，而不是他们的原初文化。② 霍尔的分析对于解构霸权文化对身份的固化，以
及理解离散族群中非常明显的文化民族主义来说，都非常有启发意义，也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同。 霍
米·巴巴曾指出，想象故土时采用的连贯一致的虚幻时间观，从来也不可能消除离散的非连续性而
产生的断裂和含混。③ 克利福德也认为共同而又持续不断的丧失家园的历史、遭遇、适应和抵抗等
经历也和一个具体的源发性故土的心理投射一样重要。 “ 作为现代性的反话语，离散文化不可能
指望拥有对抗能力的或根本意义上的纯粹性。 离散文化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纠结于颠覆与秩
序，创新与维持，即乌托邦和敌托邦（ ｄｙｓｔｏｐｉａ） ④的共谋。” ⑤中国学者马强对中亚地区回族离散群体
的实证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⑥

当然，离散群体在追寻自己的文化身份时，产生了不少有关文化纯粹性和种族纯粹性的表述，
形成某种离散的文化民族主义。 对于受害者离散群体和劳工离散群体来说，文化纯粹性的表述通
常正是弱者的武器，常常只是对当下所处的敌托邦做出回应的乌托邦式幻想。 他们需要某个文化
与精神核心将四分五裂地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同胞们动员起来，以对抗敌对的宿主世界的排斥，如南
亚劳工离散者将史诗《 罗摩衍那》 （ Ｒａｍａｙａｎａ） 作为核心宗教文本，犹太人将《 圣经·旧约》 作为其

核心宗教文本，并在海外发动一次次宗教复兴运动。 这种以怀乡思旧或末世论憧憬为特征的文化
民族主义永远只是一种求生策略而不是绝对目的。 为了在宿主社会内部有差异地生存，并维持宿
①

张冲：《 散居族裔批评与美国华裔文学研究》 ，载《 外国文学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钱超英：《 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 ，载《 中国比

②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ｉｎ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Ｒｕｔｈｅｒｆｏｒｄ （ ｅｄ．）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ｏｎｄｏｎ：

③

Ｈｏｍｉ Ｂｈａｂｈａ， “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ｍｉ Ｂｈａｂｈａ （ ｅｄ．） ，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④

有的中文文献写的是“ 反乌托邦” ，意为：非理想化的地方；糟糕的社会；恶劣的处境。

⑥

马强：《 离散族群与文化杂糅：中亚回族文化反思》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

较文学》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 Ｗｉｓｈａｒｔ， １９９０， ｐｐ．２２２－３７．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０， ｐｐ．２９１－３２２．
⑤

６８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９， ｎｏ． ３， 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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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社会之外的身份认同，离散文化必然和宿主国文化发生有选择的融合，从而失去其本真性或纯洁
性。 对于离散者来说，其原初文化和他们寄身其间的土地之间不存在天然的联系，更容易受外界的
影响，保持离散文化的自我封闭和明确边界是不可能的。 偏执的本真性努力只会激发文化本土主
义（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ａｔｉｖｉｓｍ） 的排斥，激化离散者的代际冲突，最终加快离散文化在宿主土地上的衰亡。

另外一个持建构主义观点的黑人学者保罗·吉尔罗伊（ Ｐａｕｌ Ｇｉｌｒｏｙ） 同霍尔一样，质疑黑人离

散者所具有的稳定统一的本质主义的非洲文化身份，提出“ 环大西洋黑人” （ Ｂｌａｃｋ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的概
念，将黑人文化传统重新返回到历史上的无中心状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ｄ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或者说一个多中心

的大西洋空间。 他主编的论文集《 跨大西洋黑人：双重意识与现代性》 （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以历史纵深呈现出一个多样化的黑人文化，一个无法减缩为任何单一
民族或单一种族为基础的文化传统，突出了越界、移民、旅行、相互联系等离散的动态元素。 在他看
来，奴役及其后果构成了黑人经验的一种范式，无法抽离地编织进连贯一致的现代性的纹理中，这
些经验形成了学界需要努力恢复的“ 反历史” （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那些希望同非洲建立直接联系的
非洲中心论（ Ａｆｒｏ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既是逃避主义的，也是违背历史的。 作为现代性的“ 反历史” 存在的“ 环
大西洋黑人” 主要是由仍没有愈合的奴隶制创伤以及低下的种族地位所决定的，当然这也是一个
文化幸存与创新的“ 传统” 。① 他创造性地将离散者的双重意识与现代性建立关联，大大拓展了离
散研究的文化维度，为离散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视域。

犹太学者丹尼尔·鲍亚林（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ｏｙａｒｉｎ） 和乔纳森·鲍亚林（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ｏｙａｒｉｎ） 是“ 反犹太复

国主义” 思想（ Ａｎｔｉ⁃Ｚｉｏｎｉｓｍ） 的典型，他们在对一直被看作经典离散的犹太文化进行研究后，也得出
类似的离散文化身份杂糅观。 他们坚认，早期犹太主义中提倡“ 变居” （ ｎｏｍａｄｉｃ） 的思想才是犹太

历史经验的主流，在永恒的历史流亡状态下形成的种族中心主义只是一种生存策略而不是绝对的
目的，犹太复国主义（ Ｚｉｏｎｉｓｍ） 最终将犹太主义局限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并不是犹太离散文化的
登峰造极，而是对犹太文化的颠覆。 相对于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绝对论，他们提出文化的留存不是
通过使之避免被混合、相反只能作为混合的产品才能持续存在下去。 离散身份是一种碎裂的身份，
犹太性瓦解了身份的明确分类，因为它不完全是民族的，不完全是血缘的，不完全是宗教的，而是兼
具处于辩证的张力状态中的所有这三者。 生产被离散毁坏了基础的“ 纯粹” 的犹太文化本质，无论
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种族的角度似乎都是不正确的。② 他们的理论发布背景是冷战结束后突然高
涨的全球化，当时文化融合的乐观情绪主宰着学界。 即便在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
盛行的当下，他们的观点因其坚实的历史分析，仍然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
詹姆士·克利福德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对离散的文化研究也做出重大贡献。 首先，他关注
到离散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之间的密切关联，认为不管是新近的离散还是古典的离散，都为各种版本
的后殖民主义提供了资源。 尽管他并不认同霍米·巴巴倾向于将离散和后殖民等同起来的做法，
但他还是接受了霍米·巴巴提出的“ 离散的后殖民者”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ｉｃ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ｓ） 的概念，以此指称二
战后移居到全球性都市（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中的主要来自前殖民地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正是从这些

离散者中诞生了关于族群共同体的新想象和族群政治，他们正是建构主义者索克菲尔德所提出的

“离散意识” 的动员者。 这些后殖民移居者所体验和记述的离散的非连续性所产生的断裂与含混，
正是各种差异的、批判的现代性的表现。

其次，克利福德还解构了离散理论中“ 故土” 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他认为，将离散者结合起来
①
②

Ｐａｕｌ Ｇｉｌｒｏｙ，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２６６．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ｏｙ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ｏｙａｒｉｎ，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Ｊｅｗｉｓ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ｖｏｌ．１９， ｎｏ． ４，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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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国联系未必需要通过真实的或象征性的故土来建立一个体系。 去中心的、多边的联系可能和
那围绕回归与源头的目的论所建立的联系一样重要。 如果将来源地和回归这一轴看成离散的中
心，那么对于维持离散的社会形式必不可少的具体的在地互动（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则被忽略了。 离
散的强大悖论在于，总是居住在“ 此” 却同“ 彼” 建立某种联系，但“ 彼” 却未必是一个单一的地方或
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民族（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 。① 离散的文化形式在实践中包含了对宿主国及其文化

的涵纳和抵抗，必须将“ 民族之根” （ ｒｏｏｔ） 与“ 民族流动” （ ｒｏｕｔｅ） 调和起来，② 建立别样的公共领域，
别样的社群意识和社群团结。 为了能够在宿主国内部形成“ 和而不同” 的共生格局，同时维持宿主
国时空之外的身份认同，离散群体必须顺应主流社会的基础价值体系，同宿主国在政治、文化、商贸
和日常生活形式等方面有选择地融合，获取生存所需的基本的外部社会资本。
美国华人学者童明的研究与克利福德的文化研究思路接近，而且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他认为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在汉语中不应该译为体现被动的“离散”“流散”或“散居” 等，而应译为体现主动的“飞散”

更适合（本文尽管认可童明的观点，但为了论述方便与连贯，全篇仍使用“离散”作为固定术语）。③ 在

对离散进行理论化时，童明提出了 ３ 个很有见地的观点。 首先，离散所体现的是“后”（ｐｏｓｔ）时代的超

越逻辑。 飞散话语复兴于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不是偶然，我们正在超越单一性的身份和单一性的视
角，混合身份（ｈｙｂｒ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取代固化身份（ｃａｌｃｉｆｉｅ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当代文化实践在时间和空间上都
是多元、混合的，跨民族的，是二律背反的全球兼本土（ｇｌｏｃａｌｉｓｍ）。 其次，离散是一种和翻译有亲缘关
系的形式。 在社会和文化实践中，离散者既要坚持自己家园文化的差异，又要将这些差异用另一种文
化语言再创造，实现故国文化的可译性，让家园文化在离散中繁衍。 离散者必须承认不同民族文化自
身的价值，不是从一个文化出发点而是从几种文化混合的出发点进行“文化翻译”。 第三，童明提出离
散和多元历史之间的关系。 离散者心中的家园不仅有空间性，而且有时间性。 离散者的根是文化的
根，也是历史的根。 许多离散群体以其民族经历的历史灾难作为凝聚力量的策略，在这一点上，犹太
的悲情经历对离散经历仍具有普遍性。 因此被压抑的集体记忆，或者说反记忆的发掘以及在此基础
之上的悖逆既有历史的书写，是离散书写不可忽视的领域与题材，也是离散批评的重要关注点。

四、离散理论的当下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社会科学领域还是人文领域的离散研究，对女性的关注都比较匮乏。 离
散经验对于不同性别来说是存在差异的，但当前的离散理论描述却隐藏了这一事实，将男性经验标
准化。 如果对离散经验的审视根据的是失家而非安家，漂泊而非定居，分散而非团聚，那么男性经
验就往往一统天下。 然而，事实是，所有离散群体最终都要在某一宿主社会定居（ 哪怕在其群体想
象中只是暂时的） ，这时女性的作用就不能忽视。 传统中“ 齐家” （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ｉｔｙ） 的责任总是落在女性
的肩上，而当“ 家” 在想象的空间中上升为“ 族群” 时，女性的“ 齐家” 之责就顺理成章地提升为对离
散的族群文化的维护。 美国学者史书美（ Ｓｈｕ⁃ｍｅｉ Ｓｈｉｈ） 在《 离散文化的女性主义书写》 一文中指
出，民族主义论述常常将女人美化成传统文化的堡垒，甚至被运用为家国的象征。④ 研究者需要思
考，离散经验究竟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女性的从属特性？ 当男性在离散状态中与过去的传统职能
割裂，女性在新的宿主社会中有了新的社会职能、新的生产需求和新的政治空间，这种变化必然有
①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９， ｎｏ． ３， １９９４．

③

〔 美〕 童明：《 飞散的文化和文学》 ，载《 外国文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

②
④

７０

“根本”（ｒｏｏｔ）与“流动”（ｒｏｕｔｅ）来源于詹姆士·克利福德的论文：Ｊａｍｅｓ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９， ｎｏ．３，１９９４．
〔 美〕 史书美：《 离散文化的女性主义书写》 ，载《 当代文化论述：认同、差异、主体性》 ，台北：立绪文化，１９９７ 年，第 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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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她们重新协调积极的性别关系。 另一方面，离散也拓展了女性研究的领域、史料来源和方法
论，既为那些特殊的跨国女性群体如女传教士、公司伴妻、海外殖民定居点的女性拓疆者、女性海外
劳工、早期赴美华人“ 猪花” ①等群体的历史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研究方法，也为广义上的全球化和
城市化进程中处于流动状态中的女性群体提供理论支持，而这些群体曾因为她们的双重外在性
（ ｄｏｕｂｌｅ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往往被学界忽视。

此外，为了适应冷战结束后不断加速的全球化与国际人员流动，离散的外延不断扩大，开始威

胁到离散的传统定义基础。 移民类型越来越多，离散者可以搭乘全球资本力量重返故土，被意识形
态流放的各类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出入故土与宿主国的讲坛，离散定义域中的核心要素，如不能实现
的返乡渴望、宿主社会的种族排斥等，都不再具有凝聚一个理论概念的轴心力量。 鉴于此，当下西
方学界的离散研究出现了三种不同方向。 其中一部分学者对“ 离散” 概念予以更加严格的历史、种
族和宗教维度的限定，捍卫这一领域的核心阵地与理论纯洁性。
另有一部分学者在原先的规定性框架下寻求理论创新，尽可能在离散这个大标题下将新出现

的各种跨国情景容纳进来。 罗宾·柯恩认为全球化在 ４ 个方面推动了离散：１．全球化经济增强了
企业间的联系，动员和扩大了传统的贸易离散的功能，带来新型专业人士和管理人才的流动，为离
散创造了新机会；２．新型经济与通信、交通技术条件推动跨国的有限契约关系与间歇性短期海外居
住，这些人既不定居也不选择目的国的国籍；３．全球力量空间开始重新配置，作为其网络节点的全
球性城市不断涌现，集中了大量跨国流动人员，世界主义与对立的地方主义在其中同时快速发展；

４．作为社群团结核心的宗教进一步复兴，表现为朝圣活动的扩展与延续。② 柯恩认为这 ４ 个方面以
各自的方式为离散的产生提供机遇，使其出现、再出现、幸存和繁荣。 他还乐观地指出，这些新型离
散者所拥有的跨国资源、语言技能、职业优势和世界主义视野容易在全球化经济中取得成功。

还有一些学者索性另起炉灶，将二战后规模愈来愈大并不断解构经典离散定义和核心要素的

跨国联系作为 “ 跨国主义” 独立 出 来， 让 离 散 的 归 离 散， 跨 国 主 义 的 归 跨 国 主 义。 琳 达 · 贝 丝
（ Ｌｉｎｄａ Ｂａｓｃｈ） 等美国人类学家把跨国主义界定为“ 由移居者建立并维持的，并将他们的祖居国和
移居国社会以多种方式实时连接起来的社会过程……并因此而建立一种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领
域的社会场阈” 。③ 移居者在这个跨国社会场域中说两种语言，同时在两个国家建立家园，其日常
生活依赖于跨越国界的多重性的和经常性的相互联系。 他们一方面积极投身出生国的政治、文化
和经济活动，另一方面也积极融合到居住国社会当中，两者并不矛盾，反而相互加强。 英国社会人

类学家斯蒂文·沃特维克进一步指出目前学术界的跨国主义可以指如下 ６ 种情况：一种资本渠道、
一种政治参与场所、一种本土性或者“ 地方” 的重构、一种意识类型、一种社会形态以及一种文化生
产模式。④ 伏多维克强调全球化背景下的移居者不以融入目的国为目标，而是游走于两个社会、两
种文化之间，既客居他国，又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上保持着与祖籍国及其居民之间的联系和互
动，从而把移民所面临的夹缝生存状态转变为具有积极意义的灵活的跨国身份。⑤ 由此可以看出，
①

在晚清的广东方言中，掳卖出洋做工的男性常被称为“ 猪仔”，与此对应，那些为服务“ 猪仔” 而被集体贩运出洋的女子则被称作

“猪花”。 她们是华人离散与妇女史中的极端个案，前后也就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美国，大约终止于 １９０８ 年旧金山大地震后的大火；在东南亚，
终止于一战前后，但她们却是连接离散研究和中国妇女研究的桥梁，既可以为华人的离散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性别维度，同时又为中国妇女史研
究提供国际化的离散视角。 详见朱骅：《１９ 世纪北美“猪花”离散群体的社会资本分析》，载《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第 ７７—８７ 页。
②
③

Ｒｏｂｉｎ Ｃｏｈ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１４１．

Ｌｉｎｄａ Ｂａｓｃｈ， Ｎｉｎａ Ｇｌｉｃｋ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 Ｓｚａｎｔｏｎ Ｂｌａｎｃ，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ｂ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 Ｌａｎｇｈｏｒｎｅ： Ｇｏｒｄ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ｃｈ， １９９４， ｐ．７．
④
⑤

Ｓｔｅｖｅｎ Ｖｅｒｔｏｖｅｃ，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４， ｐｐ．１４－１６．

Ｓｔｅｖｅｎ Ｖｅｒｔｏｖｅｃ， “ Ｃｏｎ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Ｒａ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２， 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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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主义的定义既比离散狭窄又比离散宽泛。 狭窄之处在于跨国主义强调跨越国家的多重联系，
宽泛之处在于不仅指散居族裔群体，而且指跨越国界的各种社会形式。 对于民族研究来说，离散和
跨国主义理论目前处于共存交叉的局面，因为传统的离散群体与跨国存在的族群在很大程度上是
叠合的。 离散关注族群的历史与文化传承，跨国主义关注全球化时代族群的现时与未来的生存样
态。 虽然存在向前看和向后看的不同维度，但立足点都是当下。
就中国学界而言，跨国主义近年受到的关注多于离散，尤其在海外华人华侨研究领域，这和离
散研究无法回避的种族性、历史性和政治性难题有一定关系。 跨国主义的华人研究中比较代表性
的有吴前进的《 冷战后华人移民的跨国民族主义》 ，周聿峨与郭秋梅的《 跨国主义视角下的华人环
流思考》 ，丁月牙的《 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 ，以及潮龙起的系列论文《 移民史研究中的跨国主
义理论》 《 跨国华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 美国华人研究理论范式的变迁》 等。 相比而言，离散理论
已经大量地进入人文研究，成为研究文化身份杂糅、文化翻译、反记忆等的关键词与母题，或者指某
种艺术形式与风格的全球旅行，如离散音乐、离散舞蹈、离散文学等。

结

论

“离散” 是一个流传了数千年却在二战后复活的既古老又新颖的概念，它指涉以犹太人为代表

的分散在世界各地，有明显的宗教、种族或民族特征的散居族裔群体，离散研究涵盖二战后以研究
这些群体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与社会实践。 以社会学与人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界对当下离散的实
证研究和类型学研究，对离散的学科建制，对推动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族群的和谐多元生存做出巨大
贡献；而人文学科开展的离散研究则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形成有效融合，在意识形态层面推
动了多元社会的发展。 然而，传统中划定“ 离散” 概念的种族、宗教、故土等要素在当前跨国流动性
增强的形势下束缚了离散的学科发展，因此离散研究亟须理论创新，以便与新兴的跨国主义理论一
起推动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研究，从而防止其固化为一个挂着民族标志的历史研究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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