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晖的生命与思考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包括当代中国文学和思想史

等多个方面。2015年 12月 15 日，在中国广东省从化，汪晖老师接受香港岭南

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教授的访问，讨论关于发展及生态的议题。 

 

刘：汪晖，我还想问一下关于生态的问题，为什么你会那么关注水坝的问题。 

汪：这实际上有一个从书本到实践的过程，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我自己做这个思想史研究的时候，其中一个课题是对近代科学和科学主义的讨论。

我在《现代中国思想兴起》的第四卷几乎整卷都是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开始的是

比较早的，1990 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这个讨论了。这个讨论一定程度上有它的历

史脉络，我觉得是历史跟理论的脉络，在思考这个问题。对于科学主义的讨论很

自然的一个部分是关于思想、世界观、价值观，一个是关于现实，就是我们现代

社会的基本构造是按照这个结构来的。也就等同于开始了一个对发展主义的基本

思考，对于现代化过程的思考。因为我们从 80 年代以来，现代化就是一个最主

导的意识形态，当然可以说 100 年来都是如此。我大概在 90 年代的思考当中一

个很主要的思想脉络，就是重新反思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说这也就不可



避免地追溯到这个过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资本主义的再思考、资本主义

的研究来说，我的确认为现代生态危机是跟资本主义发展连在一起的，因此这两

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所以我自己在 90年代做这个关于科学问题的讨论的时候、

科学主义的讨论的时候，实际上是包含这个脉络。因为对于自然的控制，也是对

社会的控制的一个方式，这个（是）过去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一个命题。我也是

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因为我们对自然的争夺同时等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都是跟它

发生关联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反过来是人和社会的关系，这一点是很早就开始思

考的。 

 

 

 

 

 

 

 

 

 

 

 

 

 

 

 

 

 

费孝通先生 

以后卷入到这个生态问题的运动里面，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我在 96 年

开始编《读书》杂志，编《读书》杂志以后，我对这个所谓现代化的再思考、发

展主义的批评实际上在《读书》里面已经在组织这些讨论。当时我们也组织过几

次专门的关于科学主义、发展主义的圆桌讨论，在《读书》上发表过关于科学主

义、人文地理、科学和科学史问题，也包括乡村发展，都涉及发展模式问题，其

中也包括生态问题。那个时候中国知识界对这个问题不能说没有关注，但是不够

重视，我印象中反而是老一代的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问题有思考，我印象比较深

的比如费孝通。他对太湖流域的调查，对太湖的污染情况的分析，另外他强调太

湖周围人口密集，人的污染高于其他的污染。这个《读书》后来都发表，没有引



起应有的重视，后来蓝藻爆发各个内湖全部污染。再就是我们曾经发表过一组黄

万里的文章。黄万里是当时对黄河三门峡提出异议的一个科学家，以后在长江三

峡问题上，他又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那时候在他的晚年，留下了一些稿子，所

以我们就发表了他的这些稿子，不是遗稿，当时还在世，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

去世后才发表出来，是他的遗稿。还有一篇是直接讨论长江三峡的文章，是他的

遗稿，没有能够发表，因为太现实，比较尖锐，没有发表。我自己在《读书》的

编辑手记里面也专门写过关于黄万里和这一类生态有关的文字。我们大概在 90

年代，我编《读书》期间也曾经参与过到长江的考察，我们跟一群研究长江问题

的人。他们主动来找我，因为《读书》发表了这些文章，他们就主动来找我们。

所以我跟着他们一起去长江沿岸，去看过，然后也专门参加了他们的讨论会，一

些水利的这些。基本上有两种理论，一种是进一步现代化，为了解决水资源，但

同时也发展出怎么样保护生态，这是第二个因素。 

 
已故人类学者  萧亮中 

另外一个因素可能是 96、97 年我在香港的时候，跟你、宝强，我们一起，

《发展的幻象》那本书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是吧？对于发展主义的分析我

觉得当时宝强和你的思考已经是比较深入的，比较全面的，那时候参与大家一块

儿讨论，以后我从香港回来我们一起编这个书，我记得编这书的过程中《大坝经

济学》不是放在我们这一套，也是我拿到后来给了另外一个出版社，最后出版了。

金沙江问题的时候，萧亮中买了好多《大坝经济学》分送给这些人。这是之前的



脉络。之后的脉络就是我自己和当时《读书》的关注当中除了生态问题，还有一

个是关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就是对各个民族地区的生态进行观察。黄平在这方

面做了很多工作，因为他是社会学家，他也跑过很多地方。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

一个叫做《田野杂记》去研究各地方地域的文化，因为我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

看法：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也跟我以后研究讨论区域这

个问题有关系。因为区域是一个生态、人文都综合在一起的一个概念，不是可以

区分开来的一个概念。大概是在 2002、2003 年前后，萧亮中来找我，当时他也

在《读书》上发表一些文章，他来找我，他说我们谈过关于西藏问题的一些讨论。

那么那一年在云南，有一个关于藏族文化和生态多样性的一个学术会议，他们邀

请我去，我也说我不是藏学方面的专家，也不是生态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有兴趣，

他们要我去我也就跟着去了。去的过程中除了参加这些会议，因为那个会议很有

意思，除了一部分跟西藏文化有关的，有一批在云南活跃的 NGO，实际上都是以

环境问题为中心的，后面分组的一些讨论他们都参加了。当时我就注意到这样的

一些状况，像大自然协会他们也是在地化的，他们这些干部实际上是当地各民族

的成员，所以听到他们的一些讨论。以后我又有机会跟这些藏学家还有活佛一起

去德清，然后去梅里雪山，所以一路跟这些，主要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一些

人座谈，讨论当地的生态、文化、土地政策等等。 

 

虎跳峡 

最后，在那次会议过程中我第一次听说有这个虎跳峡建水坝的计划。当时就

跟萧亮中他们谈过，问过这个问题，我记得走到贲子兰，他们说这个地方可能以



后都要淹掉。（我）觉得非常可惜，因为这个对生态多样性、文化多样性都有影

响，再说虎跳峡是一个著名的大景区。我回到北京以后，萧亮中当时就跟我商量

能不能做些事儿，我说我不是特别了解这情况，所以我就跟亮中说你要不先做点

调查，你先期的，我后来。他是当地人，所以他留在当地去调查各方面的情况，

我也介绍他一些人，当地政府的一些人，让他去跟那些人接触，看看到底什么状

况，因为你要说话总要做点调查。我回到北京，他经常打电话说这个状况是怎样

怎样，就希望我能做一点事，而且希望能产生影响，要不然整个虎跳峡就破坏了。

那我说既然要说话，我又不是这个领域的，我还是觉得很为难，然后我当时还是

不管怎么说决定我自己去做一遍考察。这样我就又找了一个机会自己去，当时是

夏季，所以（因为）雨水那个地方比较危险，虎跳峡山上掉石头非常危险，而且

公路也断。我自己步行穿越哈巴雪山，我一直走进去，沿着这个虎跳峡，上虎跳，

中虎跳，下虎跳，沿着走了一遍。走了一遍后当然也再做一点其他的文字的调查，

这样的话就对这个情况有了一些比较第一手的接触和了解，也跟当地一些从事这

方面研究的人作了讨论。之后我们就在北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其实当时参加会议

的大部分是环境的 NGO。这些 NGO当时做了一些地方性的东西，但是始终没有这

么大影响的，能够把大家团结起来的这么一个活动。而且这个活动比较重要的一

点就是第一次，主要是由于萧亮中的原因，他是当地人，又涉及到金沙江峡谷地

区的这些民族的生存状况，所以他在北京跟金沙江之间穿梭往来，其中使得当地

的农民，因为它做这个要牵扯到大量的移民，它因为牵扯到这些状况，这个当地

的村民开始主动地参与这个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对当时的环保运动来讲，也是一

个重要事件。原因是第一次真正的由村民们自己组织起来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要发

言，同时又跟其他的一些从事环保运动的人，还有一些，我们这些并非职业的从

事环保运动的人。我们当时做过一个公开信，海内外都有一批人参加，这个公开

信的发表，和当时媒体的报导，国内、海内外媒体的报导使得金沙江问题成为很

重要的问题。那时候国家在这方面相对的说容忍度比较宽，我记得有一年国务院

发改委搞一个电力改革的国际会议，好像是哪个国际组织跟国务院发改委联合搞

的。我们当时把金沙江河谷地带一个村民的代表请到北京来，他在这个国际会议

上发表了讲话，而且当时的报纸，像《中国青年报》，都是头版，一个村民的大

头像在那个国际会议上发言，海内、海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客观上也起到了一

点效果。最后，金沙江水坝的建设尤其是虎跳峡项目变更了，它的地址改掉了。

金沙江还是需要水坝，它是在上下虎跳还是有，但我们的努力还是起到了一定作

用...... 



 

长江三峡水电站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态问题基本上以碳排放为中心的，但我们中国的碳的依赖量高，

过去高到 70%、80%，现在比较低了，大概 50%多一点，起码一半以上，仍然是要

大规模依靠碳。那我们现在使用碳的清洁技术目前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这都是

事实。但是也碰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要（降低）碳排放以后，所以大家觉得水

力是唯一的清洁能源，当时还有一些人提出核能源还是可以用的。可是因为福岛

危机之后，大家也知道它也是哪一天要爆发了就不得了。一方面是核能的不可靠，

它总说是安全的，谁也不敢预估，第二个是有一个碳排放的标准，这样水的压力、

水电的压力、水利的压力就变得很大，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般来

说把水电当成清洁能源，可是水电碰到的问题一个是破坏江河的生态，第二个是

涉及大量的移民问题。长江三峡当年是这样，现在的这个怒江啊其实都涉及到移

民和移民安置。同时这些地区又因为它是多民族地区，它当然也会涉及生产方式

和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再加上这些地区的河流有多半

是国际河流，它不是一个国家的，还牵扯到国际间的关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有

非常复杂的，客观上讲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仅仅是现代化、发展主

义这些问题，还牵扯到更加复杂的政治问题，这也是以后我们做过的一些工作。 

最近刚刚结束巴黎气候谈判。5年前在天津也有一次气候谈判。当时有一批

人，长期从事这个工作和研究的人提供了这些最基本的数据。我跟郑义生我们一

起牵头找了一批人，给当时的中方谈判代表薛正华，也是这一次的主谈判代表，

和美国方面的谈判代表各自写了一个公开信，这个公开信在国内国外都发表了。

最近我看他们又有人把这个 5 年前的信翻出来，因为基本的问题没改变其实，谈

来谈去基本问题没改变，而且现在说是达成了共识，但实际上美国在这方面的责

任也完全没有尽到。中国方面不能说不重视，相比较中美两国的话，中国方面的

重视和推进从政府的努力来说、从社会的关注度来说，跟过去相比，那还是做了



大量的工作，这也是实事求是，是有大量资料的。可是我们也看到，作了这么多

的努力，国际谈判当中作了这么多的妥协和让步，但是我们的生态还是在持续地

恶化，雾霾持续严重，也就是说这是远远不够的。 

 

北京雾霾问题严重 

这个不够不是意识的问题，是发展模式的问题。你只要在这个模式下，只是

用修补的方法就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跟欧洲发达国家推卸它们的历史责任，

在当代承担的责任也不够。由于它们在这个谈判当中对媒体和 NGO，它们处在比

较有利的地位。尤其是最近五、六年来，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压

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真正地推进生态的改革，全球性

的，包括我们国内的改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的问题。 

关注生态不仅仅只是一个生态问题，我们通常说的环境问题。那我补充一点

的就是当时，我忘了是在哪年，《天涯》杂志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生态》，

当时黄平，李陀，少功他们组织了那个会，我不在，没有参加。这说明当时对环

保问题的关注是中国知识界集体的围绕环境问题发出声音。另外，我们在《读书》

组织有关生态的讨论，有一些老先生，他们就说你们这些讨论都走得太快了，这

些问题都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所以意思是说中国现在主要的问

题是发展的问题。我们并不是说发展的问题不重要，可是发展模式的问题是一个

核心问题。这是当时为什么卷入生态问题的一个因素，还有很多。 

从虎跳峡实践之后，中国包括北京，媒体和 NGO 对环境的介入越来越多，也引

发很多各种各样，客观的说也有不少问题。就是这么卷入的一个过程。 

 

刘健芝：能说一下你的那种人文关怀跟你读鲁迅或者其他有什么关系？ 

汪晖：我很难具体的讲，跟鲁迅，跟什么都有关，但也很难说直接的关系。整个



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就是关心自己的社会命运，也关心世界。这是这个

时代的基本氛围，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某一种时代的气息，大概要到过后我们回

想、比较几代人的时候才会发现你身上的一些东西也跟时代的氛围有关系。我自

己比较关心比如民族问题等，这些都跟 20世纪的政治传统有关。看不同的民族，

尤其是弱小民族，他们的生存状态。另外一方面也关心发展中的中国在世界关系

中的位置。生态问题、民族问题都不只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都不只是生态

和民族问题，都牵扯到其他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关心，或多或少是

我自己思考和进行学术研究的动力。许多的问题大大超出我最早的学术训练，不

得不沿着这些问题去阅读、思考和做研究，慢慢这也就成了一个常态。 

 

刘健芝：你研究思想史是想思考当代的问题，能不能说一下。 

汪晖：最初涉及到清代的思想，我说过我好想有点倒着走，因为我过去的研究集

中在 20 世纪。研究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五四。因为研究鲁迅，会研究章

太炎，严复等涉及到的其他思想家。五四一带，晚清一带，这么做下去。研究晚

清思想的时候就不可能不涉及更早的学术史和思想史，尤其是在儒学的氛围里。

因此这个研究就会展开。 

清代的思想比较特别的一点是，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它的内外

关系跟宋和明有区别。清代涉及到的蒙古问题、西藏问题、西南地区的问题，在

加上它和周边国家关系的问题，是在演变中的。我在做清代思想的时候，意识到

仅仅在旧的，比如以儒学一个框架或者某个一个思想脉络来做，就非常不够。因

为研究这段历史，就不得不阅读大量的关于蒙古、西藏等这些地区的东西。理藩

院涉及这么多历史，西南院也是如此。这些我们过去注意的比较少，思想上不能

说没有涉及，学术上真正的阅读很少。我后来写过“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的时

候，其实一个学术的脉络确实是在研究清代的时候阅读了一些东西，发现清朝要

处理这些内外关系的复杂问题，我不得不去读。它也引申到怎么去理解当代的这

些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线索。这写线索中还有一个背景是对于民族国家和民

族主义的再思考。在这个脉络下才意识到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形势是完全在这个时

期重构的。一方面它跟过去的历史有非常深刻的延续性，就是中国的现代国家也

是建立在清代的人口和地域的构造上的，很多处理的方式也是从中国传统里面来

的。另外一方面它的基本主权构架是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世界关系的一部分，是

通过列强所强加的条约体制重构出来的。内外关系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重要

的变化。我自己在 90 年代开始对科学主义也好、发展主义也好，这套意识形态

也好，它植根的基本框架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所以慢慢开始思考怎么去思考

民族国家的生成，它跟历史的关系就成了我在一定时期内讨论的中心问题。所以

我自 90 年代后期研究清代经学的时候提出破除帝国和国家的二元论，从新解释



中国历史的这些问题。现在这个话题已经变得很多人在谈，实际上当时很少。我

做的现代中国思想兴起里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解释所谓的帝国、国家二元论的形

成和它在解释历史上的缺陷。现在很多人把我对帝国、国家二元论的分析简化成

为用帝国来取代国家这个完全不是我的基本论述。我们要分析的是这个二元论是

怎么构造出来的，它在理解历史时候的局限性。因为国家的形态在中国有非常长

的历史。当我们说中国清朝帝国的时候，实际上它内部既有国家的形态也有今天

我们放在帝国范畴内的形态，这是非常复杂的历史关系。 

那时候之所以会对类似于帝国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主要还是它对多样性的容

忍程度。在 20 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里面，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就是德国的排

犹（太人）这样种族主义的，在欧洲造成了极大伤害，对中国也并不是没有影响。

在亚洲地区的日本是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主义为内核的民族主义。因此很多历

史学家，过去我们批判早期帝国政治上的专治主义，但是也注意到莫卧儿帝国、

奥斯曼帝国或者其他的帝国体制下，它对少数民族存在过压迫和这些。反而很少

出现类似于 20 世纪欧洲排犹这样的极端化的种族主义。这是跟民族主义有关系

的。这也是思考现代性问题里面的要素。 

我对明清之际的转化，和更早的对中国思想分析，实际上还是围绕着对现代

问题的再思考来展开的。它涉及了不同方面，刚才说到的生态、文化多样性是这

个思考中的一个要素，在现实中跟运动界和起来。但还有一些问题不完全如此，

我后来关注西藏、新疆问题，写出来是受到事件的出发，写“东西之间的西藏问

题”很显然是受到 2008 年 3·14 问题的触发。我去新疆也是 2009 年 7·5 事件

之后，实际上我在知识领域的思考要比介入这个过程早很多，只不过我不是西藏

问题专家，也不是新疆问题专家，我并没有打算完全把它变成一个专门的讨论对

象，我还是把它放在对整个中国问题思考内部来看的。但是由于问题的紧迫性，

就不得不同时进行知识的介入。怎么理解，你需要提供一个知识的视野。我后来

的写的东西跟这个过程有关系。我以后提出所谓的区域作为方法，讲从区域的角

度，不是简单的从民族、宗教的角度，而是从好要素，自然、人文、社会要素，

不同族群相互关联的要素，不是从单一族群的角度去思考这个区域问题是跟历史

有关的。我经常讲的一个故事是，在金沙江流域第一次接触明显的问题。云南地

区文化多样性非常高，它的生态跟文化多样性密切连在一起。以萧亮中来说，他

的家庭里面有白族、纳西族，他夫人是回族，可能还有彝族的因素。他们的家庭

当中，包含的成员有四个族群。他的同学，西藏的马建中跟他是好朋友，这些人

又是藏族的，当地原来木府到底是纳西族，还是有藏族、汉族，其实不是完全说

得清。在当地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在研究所谓多样性，我以后也提出多样性不能

解释成一般意义的多元性。圆，一个个的，可是一个圆也是多样的，不能简单地

把它单极化。这些问题跟生态和生活方式有关，另外也跟我们的思考有关。当我



们看这些现象的时候从哪出发，是从族群的角度还是甚么角度。我比较追求一个

相对综合，这个关系本身构成思考的前提，因为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完全拆解开来，

在其他地区也包含这样的方法论要素。当代的社会冲突和民族冲突，除了当地实

际的社会问题之外，也跟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问题有关。这个理解最后会变成当地

人自我的理解，因为这些都变成好像共识，你是什么，我是什么。我们怎么去重

新理解这些关系，甚至理解多样性的概念，因为多样性也会变成另外一种概念。

多样，你是你，我是我也可以是一种多样。还有一种，我后来提过一个范畴叫跨

体系的社会。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也很难说得清楚我是谁。在这个意义上，

你离开自己的交往（圈），不能只说自己的父母是谁，祖先是谁，塑造你的是各

种各样的因素，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在这些地区，族群、生

态、宗教，尤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连接的要素，同时也是身份认同的根据，

同时也是连接的要素。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去把握这些在历史内部的要素。这些思

考慢慢变成我思考历史也思考现实关联起来的一个方法。我看历史甚至是阅读经

验。我过去常举的一个例子敦煌，有很多发掘的卷子。你要理解这些卷子，就要

像考古一样，敦煌有不通顺时期的，唐代中期、晚期，更晚到元朝前后的，以后

就没有了。如果你只是看表层，只是一层，里面还有一层，还有一层…阅读一个

文本也好，理解一个现象也好，其实是多重的 layers。它开头是一层层的，以

后变成一个综合体，因为这是动态的，它毕竟不是墙壁，它是一个活着的要素。

这些慢慢成为我思考历史问题、区域问题、生态问题或者这一类问题方法上的视

角。 

刘健芝：我们知道你除了去欧美，还去很多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国家，这种

经验对于你思考什么是国际主义有什么影响？有些人谈国际主义也可以是很虚

的，有些人可以说多元性，可以是个很空的范畴。你也会自认是一个国际主义者，

是吧。 

汪晖：国际主义是 20 世纪中国政治传统的一部分，当然是世界运动历史的一部

分，当然它也是 20 世纪中国现代传统最深刻的一部分，也值得珍视的一部分，

鲁迅如此，毛泽东也是如此，你可以说也包含了孙文。这是从被压迫民族解放出

来的民族之间的共同性，共同地位的出发来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国际主义是现代

中国的一个政治传统，或多或少这是在过去 30 年当中被否定遗忘的传统，需要

重新发掘的传统。 

尤其在学术圈，国际主义当然也是一种政治正确性，因为民族主义，尤其是

过度的民族主义在过去的学术圈常常被批评。关键的问题是一样，我觉得国际主

义也好，关于不同民族的再思考也好，少数民族怎么去理解生态，跟国际主义是

一样的，在我看来这个逻辑几乎是一样的逻辑。我的很具体的感觉，随着我接触

的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这些成为我个人的朋友，我也从他们那学到很多东西。每



个人都有他的主体性，主体性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是看你跟别人的关系。不是你自

己可以单独的，而是你建立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这些关系的丰富性最后成了你的

主体性的一部分。过去我们很少真正接触到，特别是底层世界，以欧美为主。但

欧美有很多人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也接触到很多朋友。以后我有机会去拉丁美洲、

非洲、亚洲地区，接触到完全不同的视角。对我来讲有两个要素，一个要素是随

着你对社会的认识往往是跟你接触的朋友们有关的，他们带着你进入对那个问题

的关注。你开始因为无知没有能力去真正认识这个社会，多半是这样的运动带着

你去接触。而你之所以认识这些人，常常是因为你们有共同的一些物体。这些社

会所面临的问题跟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之间，并不是无关，有时候是非常一

致的问题，有时候恰恰是由于这个关系造成的。你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互相变成

问题。无论如何这些相关性就出来了。你带着这些问题，当然就会介入这些社会

的讨论。 

我们编《读书》的时候，《读书》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让不同地区的人都参与

到中国学术界的讨论里。有欧美的作者，有日本的、韩国的、其他地区的，国内

是台湾、香港，很多学者都参与这个讨论。这么大规模的不同视野介入到中国知

识界讨论，我的看法是，一百年来恐怕都很少。这样对于共同问题的讨论，其实

都是比较少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自己也思考一些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我自己在方法上

慢慢发展出的一些东西，去尼泊尔、印度、委内瑞拉或者非洲，常常会从他们面

临的问题回去思考中国历史上一些特殊环节、特殊阶段面临的问题，你怎么去解

释它，怎么去解释中国历史。过去在中国的社会脉络关系中，有些问题恐怕不会

这么提、这么看，换到一个很具体的社会冲突语境中，再回过头来看中国历史和

政治脉络，有时候帮助我提供了一个历史理解的可能性。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去

尼泊尔的时候正是毛派刚刚执政的那年，毛派执政有很多跟中国的相似性。10

年人民战争，我们经历 8 年抗战，然后土地革命，他们是经历了 10 年的人民战

争。人民战争结束后开始议会道路，到底是走和平民主新阶段，还是继续武装斗

争夺取政权。这种争论在中国 1945 年早就爆发过，在尼泊尔再度爆发。我们围

绕 20 世纪中国这些历史环节，历史学家也有过很多争论，这些历史学家的政治

也反映出了政治的争论。从新看待尼泊尔的这场斗争，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阶段的

问题。到委内瑞拉，查韦斯我们很清楚，他是一个有魅力的政治领袖，非常善于

动员群众，跟群众互动，但他的政党高度的官僚化，很多的投机分子。在这样的

条件下如何维系和推进他的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和社会改革方案，变成了一个非

常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剧烈的挑战。我对他有很多同情，同时也知道他面临的

最真实的困难，这个在当时可以看得很清楚。 

回过头来看中国自己经历的过程，尤其是 1960、1970 年代或者文化大革命，或



者诸如此类，你去研究中共的政治领袖、政党和普通群众和激进政治，这几者之

间的关系是帮助你去理解这些要素的。我对于这些地区一方面是关心这些地区的

问题，但也时不时把这些问题拉回到我们的历史脉络当中来加以思考。对我来讲，

看这些国家、地区的问题，渐渐地不再仅仅是关心别的国家，也关心我们自己，

这个分析自我理解方式。渐渐地这些问题之间完全隔开的状态好像慢慢消失，问

题涌现的时候，就自然的找到相关性。 

我自己观察西方也是，美国、欧洲的问题也是如此，也发现很多的差异和重迭。

研究历史、研究政治都会发现很多人强调共同性，或者有的人强调截然不同。但

是在某些历史时刻，常常是被看成是截然不同的，比如说中国跟西方的政治体制

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它面临的挑战是空前相似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中

国跟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形式、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差别也很大，可以你可以

找到大量的重迭性的关系。那些方面发生的重迭，哪些方面发生了差异，它在这

个关联怎么去思考。对我来说，这变成了一个至少现在来说是一个常态。也因为

这样的原因，我当然不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专家 ，但是有时候由于这样的思

考，它所带出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是通常的区域研究可以看到的。在我的视

角里，是跟我们的历史密切相关的。有时候也能产生出这个关联，很有趣。 

最近写尼泊尔的文章，回忆当时 2008 年去尼泊尔跟普拉昌达谈话的时候，我给

他提出几个问题，他说你好像对尼泊尔的情况很了解，事实上我对尼泊尔的情况

不了解，只是很初步的。可是为什么他会这么觉得，是觉得这些问题都是中国有

过的问题。我知道这个差别在哪，实在的差别，其他的差别。你之所以对它有一

定的历史和理论的再理解，是跟中国历史有关的。反过来，当你更深的理解了他

们面临的挑战和危机的时候，你可以重新形成对自己历史的判断，这个视角是一

致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跟这些地区之间产生了更深的关联。坦白的讲，不

管我走动多少，主要工作仍然是一个学者的工作。这个是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基

础的，做老师，做学术研究，我不想说我自己已经变成一个纯粹的人，事实上我

没有。但是这种联系的纽带的深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你是否每次都要在那

个地方才能进行。我在清华组织的很多讨论，我们那个高等研究所的很多活动都

是跟这个脉络有关的。很多人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些早的人完全没有在一个学科领

域里面，一定程度上跟我们思考这个世界是有关的。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

学生有不同一般的，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学科领域，但他的思考方式不能够完全

局限在学科领域里。可是你要超出这个学科领域，不是在学院里谈论科技整合就

可以的，这个关联是历史性的，也是你经验的一部分。你只有介入到过程中去，

才能成为你思考的一个方法。这样使得你不断触摸你自己知识的边界，就会发现

好多东西你都不懂，好多东西都是走到一个地方就卡壳（卡住）就不知道了。这



个变成你行动和思考，包括阅读，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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