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学与遗产运动： 表述与制造

彭兆荣

遗产运动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活动和重大事件， 然而， 我国学术界对遗产学， 尤其是对所涉及的理论、批评以及复
杂关系的研究相对滞后， 对一些学理方面的问题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关乎遗产学
的理论方面， 对我国现实所进行的遗产运动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
遗产研究已成为一门特殊的学问， 是为不争的事实。若从传统“学科规则”去检验， 遗产学似
不“纯粹”， 即它不为某一学科所专属和专美。其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在于： １． 遗产学并非单一的学
科领域， 不像诸如人类学、历史学、文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成为公认的学科。参与遗产研究的学科
很多， 领域也很广泛， 比如遗产的人类学研究、遗产的地理学研究、遗产的政治学研究、遗产的历史
学研究、遗产的艺术研究、遗产的文化研究、遗产的管理研究， 等等。不同学科将各自的触角深入其
中， 各学科的特质、品性、理念、方法和手段也大量渗入、移植到具体的遗产研究中。２． 我们今天所
说的“遗产”被打上强烈的现代烙印， 它不仅是一个时代命题， 是一个社会实践， 也是一个具有鲜
明“话语”特征的产物。与其说遗产是财产、财富， 还不如说它更表现为权力化的资本符号。根本原
因在于： 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具有资源性， 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社会和群体的需要进行发掘、开
发、利用、交换和交易。３． 现代遗产融会了工业化的痕迹、技术主义的手段、商品社会的交换品质、
现代传媒的炒作对象、公共事业的管理方式， 也经常被政治家和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展示政绩、追求
业绩的资本。因此， 遗产理论首先表现为所谓的“共谋理论”（ 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 。“共谋理论”的
原旨是对自“二战”之后各种相关的拯救历史遗产的活动和运动的概述， 并由此延伸出对法规、实
践等综合情况的描述①。“共谋理论”其实是“话语理论”在不同领域和背景下的移植和变形。
遗产研究的理论显得庞杂， 学术取向也不一致。其中一种是根据遗产的特定历史情况， 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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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强调遗产产生的动机， 称为“动机说”（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这一学说主要从西方各国政府近几十
年来对各种遗产采取的拯救和保护等实践活动的愿望和动机入手展开分析。从上世纪初开始，
西方各国政府、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有意识地开展了对遗产——
—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遗
产毁灭性破坏后的情形， 以立法性的手段对遗产进行保护。这些工作先是在法国， 继而在俄国、
德国等国家陆续开展。其对象主要是战争所遗留下来旧时代的财产和遗产， 如皇宫以及废墟等，
使那些具有国家标志性特质的遗产“合法化”和“正统化”。这是西方国家建立“祖国”（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塑造新形象的意愿所在， 是各国政府适应社会发展和形势变迁的实际需要， 也是强化
民族国家主权的历史必然。在这种背景下， 欧洲各国的“国家博物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 ） 遂成
为这一过程的象征性标志和品牌——
—即通过国家博物馆中的各类遗产以展示国家的文明与文
化。但是， 他们在具体的保护方式和手段上产生争议， 主要争议点集中在是采取摧毁重建还是进
行有效维护的选择上。简言之，“动机理论”将现代遗产学产生的动机和理由置于特定的历史语
境中进行探讨， 并与遗产的国家化、合法化、正统化的需要、转型、过程联系在一起。
遗产理论除了表现出特定时代的语境特质外， 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与品质。遗产的存在离
不开延续性， 所谓的“延续说”（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就是强调遗产的存续性。这一理论旨在说明： 在遗产
的合法化、正统化、国家化的进程中需要强调遗产延续在立法方面的保障， 只有这样， 才能够使
那些公认的、具有符号化的国家遗产不至于因政府的频繁更迭而中断或发生变更。立法足以保
证遗产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而对遗产的立法性保护又满足遗产本身自我延续的客观要求。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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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性由遗产的本质、特性和历史所决定。由于其客观、内在、历史的需要属于“看不见的过程”
（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需要更加谨慎。各式各样的遗产， 如艺术、手工艺、历史文本等， 无不有着
与现在对接的内在关联和逻辑。遗产的“延续说”便侧重于对遗产在各个方面的延续性进行研
究， 比如“遗产与历史”、
“遗产与记忆”等都旨在说明和强调遗产在社会传统中的延续性。归纳
起来，“延续说”主要强调两层意图： 遗产本身的延续性和对遗产保护的延续性。
遗产研究与资本主义发展和扩张无法须臾分开， 遗产与资本顺理成章地成为研究的一个重
点。遗产的“资本”形态呈现出作为文化多样性的特殊品质。“资本说”也成了遗产的重要理论
之一。大致上说， 遗产的“资本说”可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遗产的“文化资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
二是遗产的“经济资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ａｐｉｔａｌ） 。前者主要是对法国学者布迪厄“文化资本论”的移
植和改造； 后者则强调遗产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资本表现形式和形态。“资本”是布迪厄“实践
社会学”的关键词。在他看来，“资本”既是人们进入“社会场域”的“入场券”， 也是参与社会竞
争的必备价码 ①。“文化资本”具有复杂的存在形式和形态， 同时兼有部分经济资本的客观品质。
因此， 它不仅成为各方利益和力量争夺的对象， 也成为各方利益和力量进行协商、平衡的商品，
甚至是牺牲品。严格地说， 不同类型或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族群的遗产， 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很难通过评估以确定其“价值”高低， 这原本也是 国 际 组 织 在 确 认 和 制 定 相 关 法 律 、法 规 的 原
则， 然而， 现行的各种遗产评定、遴选实际上却无一不在进行“区分”其价值高低的工作。所谓的
“代表作”、
“杰出代表”都意在强调那些“入选者 ”高 出 其 他 的 价 值， 而 这 一 过 程 本 身 含 有 平
衡、协商和妥协的成分和含义。而获得“杰出代表”者随即在经济资本上大大增值。不言而喻， 在
这些复杂的关系中， 权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②。至于遗产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很容易理解， 简单
地说就是在市场经济流通过程中价值的原附性和可缩性。
还有一种理论主要反映在遗产的认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方面。遗产的产生、创造与遗产的归属、认
同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族群会创造他们不认同、不认可却能长久传承下来的遗
产。“人民需要认同， 同时， 某一群人的认同往往又对另外一群人的认同造成伤害”③， 这也是我
们在确认遗产的“人类性”时需要“加注”、需要“设限”的理由。比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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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仪式之于某一个民族、族群显得特别重要。然而， 在某一个特定的民族仪式中， 一些被赋予的
观念、形式、符号、牺牲等可能恰好与其他民族形成价值相悖， 甚至产生冲突。历史上的一些宗教
战争源自于对遗产在不同方向上的认同， 不同方向上的认同导致了对峙、对立和对抗。认同是一
个多层次的体系和关系网络， 当今的遗产认同的外在、集中的表现是民族认同， 而这一认同与民
族国家紧密相联。这也构成遗产研究的一个主题 ①。从目前所确认的遗产范围来说， 它包括了国
—不仅包括领土的边界， 也包
际的、洲际的、国家的、区域的、地方的、临界的（ 具有边界相关性——
括族群的边界， 还包括文化的边界） 、家族—家庭的以及个人的等诸种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认
同的因素也能成为遗产”②， 或者说， 遗产中包含着认同， 认同本身也是特殊的遗产。
遗产学带有很强的实践性， 即便是讨论纯粹的学理问题也需强调这一点。对遗产的保护更
是一项应用性、实践性、专业性的系统工程 ， 相 关 的 专 业 人 员 涉 及 民 俗 学 家 、人 类 学 家 、考 古 学
家、历史学家、环境规划专家以及有关的其它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③。遗产的保持与保护有赖
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民族志的一个原则正是人类学家在实地和现场“参与观察”， 身体力行，
试图发现和描绘某一文化系统的符号来源以及在那些特定的背景中所赋予的文化意义和解释。
除此之外， 人类学对遗产研究的重要贡献还表现在诸如地方研究、文化变迁， 包括大规模的现代
旅游对遗产地的冲击所引起的细微变化等； 同时也代表地方传达“地方声音”（ ｌｏｃａｌ ｖｏｉｃｅ） ④。人
类学对于遗产的研究特色还表现在民族志对“物”的研究（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 例如对于民
间手工艺品和技术的研究、描述， 便属于物的民族志范畴 ⑤。民间手工艺品及技术成为人类学家
研究的物质对象， 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志特点。反过来， 民间工艺品又被民族志者所“创造”。民
—民族志对物的研究使之成为一种特殊的描述性
族志对“物”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范式——
和展示性叙事方式。在特定的语境中， 这种展示性的“民族志画廊”（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Ｇａｌｌｅｒｙ） 成
了一种“文明的制造”⑥。
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适用于文化遗产研究， 特别对那些来自于无文字民族、族群、民间等原
生性遗产的研究， 器物成了这些民族、族群、人群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表达， 形成了所谓的“文
本化的物”与“物化的文本”（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ｆｙｉｎｇ ｔｅｘｔｓ） ⑦。另一方面， 民族志研究除
—即物质遗产的民族志研究包括了明确的
了将人类学的学科精神融入其研究对象“物”以外——
目的和目标， 更重要的是以“文化相对”的态度对待不同民族、族群和地方的各类遗产和遗存，
不仅肯定它们的生成、存在与其他任何遗产拥有同等的权利， 也不遗余力地为那些在社会现实
中实际上不能得到或没有得到同等权利的民族、族群遗产进行呼吁和申辩， 同时还要通过研究
发掘出在那些文化遗留物中所积淀、所存贮、所包含的具有民族独特的品质。

二
“物”的民族志研究具有鲜明的特点。从现象学角度看， 遗产作为“物”（ 包括特殊的“非物
质”形态） 的存续， 表面上是客观的、形体的、可感触的； 事实上， 它们融入了“主观的、描述的和
解释的经验”⑧， 其中涉及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原理和元素。当遗产作为“物”的遗留、分类展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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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和游客面前的时候， 它们无疑成为历史的“物证”。视觉效果和经验体认成了观众和游客最
具说服力的支持与支撑。他们相信所参观的遗产或遗产景观的客观性不可置疑。另一方面， 通过
对遗产的参观， 人们产生一种怀旧的情感， 特别是这种情感与一些政治理由相维系， 并与资本主
义化的旅游工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代表所谓“低文化”的遗产满足人们怀旧情感的落实 ①。正
是由于遗产实物形态的客观性、真实性， 在很大程度上遮蔽、掩饰了所呈现、所展示、所陈列遗产
的主观表述特征。也可以说， 迄今为止人们所认定、认可、认为的“遗产”都是主观选择的结果。
我们不妨追问： 为什么把“这些”而不是“那些”当作遗产？ 人们为什么要访问被认定的文化遗
产地？ 答案很清楚： 遗产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 人们根据不同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所进行
的选择性划分、主观性描述、经验性解释、目的性宣传和商业性炒作。
逻辑性的遗产便成了一种表述， 但遗产的表述并不简单。就遗产的物质性而言， 遗产必定代
表了什么， 表达了什么， 包含了什么。这些表示相对较为容易了解和把握， 物理学、地理学等可以
对遗产的“能指”（ 物质性） 进行量化分析。然而， 与遗产相关和所属的社会、历史、时代、族群、
地缘等表述更为多样。对遗产表述与被表述、解读与误读、诠释与过度诠释、包装与变形， 都成了
遗产表述的附加内容。今天，“遗产工业”（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被学术界接受的
概念，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遗产在现代背景中产生了大量的“附加值”（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
被赋予了“遗产的第二种生命”（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简言之， 遗产本身的表述是一个
方面， 而遗产被当作满足其他社会功能和意义的表述是另一方面。遗产的附加性、再生性、延伸
性意义已经成为当今遗产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部分。遗产的附加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１．
过去的价值； ２ ． 展示的价值； ３ ． 差异的价值。全球化使原来局限于某一个地方、分属于某一个
民族的遗产在遗产工业的生产和交流中成为“出口产品”（ ｅｘｐｏｒｔ ） ②。遗产的被选择和被操作使
之转化为一种“媒体”—根据某一特定的需要和语境的“被表述”，
——
这种情形决定了遗产在很
短的时间里呈现出多方面的、新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的重组。
遗产的表述与遗产的归属有着内在关系。如果我们采取一种相对狭窄而简单的态度对待遗
产， 即把遗产看作“财产”（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那么， 其所属关系就显得更简单。人们首先想确认的是： 这
是谁的财产？ 其所有权属于谁？ 在西方， 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把保护和维护个人财产视为至高
无上的原则。我国在最近的宪法修改中也把保护公民的个人财产作为宪法的重要条款。也就是
说， 任何一位公民， 其个人财产只要是正当的和合法的， 国家就必须保护。把人类遗产视为人类

Ｍａｒｙ Ｈｕｆｆｏｒｄ（ ｅｄ．）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ｉ－
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财产， 无论从立法上还是从观念上， 都具有逻辑关系， 因而可以成立。然而， 由于附加了“人类”
这样极其模糊的概念， 原来很清晰的关系变得复杂。如果说“这是张三的合法财产， 那么宪法就
必须保护其财产的合法性”。可是， 如果说“这是人类的财产”， 那么， 它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具
有获得它的合法权利呢？ 这样的推论显然有些荒谬。“人类”的概念具有各种不同的对应关系：
个人 群体、等级 阶层、群体 国家、我群 他群、前辈 晚辈、男人 女人、政府 民 间 、过 去 现
在， 还有人类与其他物种， 等等。正因为如此， 在遗产学的研究中， 人类财产或文化财产的所属问
题也就成为重要的讨论对象。沃伦（ Ｋ． Ｊ． Ｗａｒｒｅｎ ） 在同一个命题之下， 首先从哲学高度对此进
行辨析， 并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所谓的“三权” （ ３Ｒ ） ， 即 所 属 权（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接 近 权
（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ａｃｃｅｓｓ） 和继承权（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③

。在沃伦看来， 人类遗产作为文化财产最受

争议的问题就是其归属的问题， 而归属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三大权属问题。
在谈及产权问题之前， 首先有必要对“文化财产”或“文化遗产”做一个大致的分类。联合

①

Ａ． Ｓｙｎｎｅｓｔｏｖｅｄｔ， “Ｗｈｏ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Ｖｉｓｉｔ ａ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ｉｔｅ？ ”ｉｎ Ａ． Ｒ ｕｓｓｅｌｌ（ ｅｄｓ． ） ， Ｉｍａｇ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②

Ｂ． Ｋｉｒｓ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Ｇｉｍｂｌｅｔｔ （ ｅｄ． ） ，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ｐｐ． １５０－１５３．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６， ｐ． ３３５．
③

Ｋ． Ｊ． Ｗａｒｒｅｎ ，“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 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Ｐ．
Ｍ．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 ｅｄ． ） ，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ｈｏ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Ｗｈｏｓ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３，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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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科文组织从遗产的形态上进行了细致的划分， 使之具有可感性和可操作性。然而， 对文化遗
产的原生性质和交错关系却重视不够。在学者们看来， 文化遗产首先是关乎“过去”的遗存， 因
此， 文化遗产的“过去”属于谁首先就需要确认①。是全人类？ 是国家？ 是民族？ 是某一个社群？
是某一个宗教团体？ 是某一个家族世系（ ｌｉｎｅａｇｅ） 抑或是个人？ 将这些范围弄清楚， 才有助于确定
具体文化财产归属的正当性。由于当今世界公认的表述单位为国家， 或更具体地说是“民族国
家”②， 因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与遗产相关的所有类型的申报主体都是国家（ 新近的申报
主体已有所扩大） 。与此相联系，“ ３Ｒ ”在国家层面的争论便可以围绕着许多方面进行， 其中有
一点较为特殊， 即文化遗产的国家原属性与这些国家原属性的转移和变更是否可以偿还。比如，
大量原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殖民地国家的历史遗产转变了所有权， 它们在大英博物馆、卢浮宫等
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博物馆里陈列和展出。由于既往所发生的各种历史事件、殖民战争， 使得原
属于不同国家的遗产被盗运、掠夺到另外一些国家或外国人的手里。这些遗产通过抢夺、偷盗的
方式转移了财产的所属者， 又通过历史性的、不同国家的法律认可后得到了所谓的“合法性”。
这些遗产的归属问题迄今为止仍没有一个可接受的国际规则。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国际规则的制定主要由西方列强把握、掌控， 它们不会主动去制定对他们不利的国际法律条款。
这些看上去极不公平、极不公正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实无不在国家的“合法”名义中获得认可。
Ｄａｖｉｄ Ｌｏｗｅｎｔｈａｌ，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Ｃｒｕｓ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ｏｉｌ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对于那些遗产的原属性和变更“合法性”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就有学者提出另外一个“ ３Ｒ ”原
则， 即归还（ Ｒ 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限制（ Ｒ 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 和权利（ Ｒ ｉｇｈｔｓ） ③。
遗产已经越来越不像是一个“既定物”， 而是被赋予越来越多人为的因素， 加入越来越多的
行动色彩 ④。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遗产的这种变化，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便凸显出来， 即
“遗产的历史”与“遗产学历史”完全不同。如果把某一种遗产置于特定的地方和人群的传承、演
变、权责关系中， 并把这些关系视为一条主线， 我们就可以把握其自身的逻辑和遗产所属群体的
内部纽带关系。如果我们对遗产学置于特定语境中进行结构分析的话， 则可以清楚地瞥见“短时
段”因素的作用。具体地说， 遗产概念、分类、立法、管理中的应用性、行动性、行政性、资源性、分享
性、利用性、商业性、交易性等特质显现出越来越扩大、越来越严重的趋向。遗产的原生性更多地
表现出遗产的“原生纽带”中各种关系的内在延续， 特定人群对遗产的情感、忠诚、认同、限制甚
至禁忌等特点。而今天遗产的外在因素增加了工业化、技术性和资本主义的“铜臭”。鉴于此， 遗
产在理论上的历史研究取向便凸显出来， 诸如记忆理论、认同理论、谱系研究等。
在这些不同层次的文化表现和认同的复杂关系中， 某一层次的政治认同有时会上升为文化
的主导。比如我们经常使用“民族文化”的概念， 其实是指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文化， 它与民
族国家的政治主导价值相吻合， 却因此淡化了传统遗存和现实表现的文化特质， 即现实的、可持
续性的社会关系。于是一个问题便自然浮现： 那些所指的、具体的民族文化遗产是谁的？ 属于哪
一种传统类型？ 属于哪一种生活方式 ⑤ ？ 从文化谱系角度和历史关系判断遗产， 在民族国家的原
生性方面有些无法找到符号化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的根源， 却在某一个具体的族群、家族、世系
等的谱系线索中可以找到其源头， 但同一种文化遗产却可以成为不同的概念、群体、阶级等的共
同资源。比如“孔子”这一历史文化符号， 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它既可以归属
于孔氏家系， 更属于中华民族的代表性遗产。另一方面， 出于认同上的需要， 不同的群体， 包括政

Ｉａ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ｅｄ．） ， Ｉｍａｇｅｓ，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ｏｖ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治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社区共同体以及家族共同体等都会对遗产这一“猎物”进行瓜分撕抢，

①③

Ｋ． Ｊ Ｗａｒｒｅｎ，“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Ｒ 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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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荣：《论民族作为历史性的表述单位》， 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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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学与遗产运动： 表述与制造

使之变得支离破碎， 仿佛在动物世界里出现 的 血 腥 场 景 。 其 中 ， 所 遵 循 的 原 则 是“ 权 力 话 语 ”
—以权力的大小、
——
势力的强弱瓜分不同的部分和部件。在这场“争夺”中， 国家的权力最大， 它
可以专断性地获取其所需要的东西。

三
遗产运动与“遗产工业”相互交织无疑是现代技术主义的一大特征。理论上看， 我们认识遗
产应该就遗产本身而论， 而非其他。问题是： 遗产工业本质上是商业的， 而文化遗产却不是。遗产
工业正是利用了遗产的巨大号召力和吸引力， 包括自主、存续和自然资源等品质和特点。遗产的
这些特质对遗产工业的商业活动而言无疑都是无可替代的关键因素①。后现代的“遗产说”熔铸
了“遗产制造技术”的成分。现代技术主义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樊篱， 不仅改变了人们工作、生
活环境、节奏和习惯， 而且改变了人们的认知体系和思维方式。当技术主义与社会再生产相结合
变成“遗产工业”时， 遗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异化。二者的并存与“共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恰恰
源自于二者的共处。换言之，“遗产的危险正好来自于遗产工业”②。从某种意义上看， 我们在当下
所说的“遗产”便是技术主义的“产物”， 其根源来自于相同的“技术—官僚主义的组织结构”③。
技术主义强化了现代遗产工业的话语特征。遗产运动便是现代技术与现代政治共谋的时代产

Ｓｉｌｋｅ Ｖｏｎ Ｌｅｗｉｎｓｋｉ （ ｅｄ．） ，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
ｃｔｕ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物。
以“遗产”为名的实践活动在近三十年演变为一场社会运动， 其内涵和形式、叙述与解释等
相对于传统对遗产的认识出现了巨大的距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 除了当代的社会发展
和变迁所形成的特定氛围和价值取向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遗产工业的出现。根据遗产
工业的程序要求， 必定有所谓的“遗产工程”的制造、制作因素与过程。霍华德（ Ｐ． Ｈｏｗａｒｄ） 对
此做了一个图解：

他对遗产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遗产”的生产过程及要素做了详细的列举④。从这个图式中我们
非常清楚地看到， 原生、原始与原创的遗产与我们现在所看到、所接触到、所认识到的遗产之间
出现了多么大的距离。参照这一个程式， 人们可以这样拷问： 这还是遗产本身吗？ 如果我们反过
来看这个图式， 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 那就是“遗产”的结果和命运与遗产过程和遗产制造
的程序完全被“中间形态”所制约、所决定。首先， 如果没有诸如“发明”、
“设计”、
“选择”、
“解
释”、
“确定”、
“调整”等观念和理念、行为和行动， 遗产就没有被认定的可能性。换言之， 若没有
这些因素， 人们根本就不认为其为“遗产”。人类祖先遗留了无数形态各异的东西， 包括器物、事
件、形式、知识、认知、仪礼、习俗、观念等，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遗产”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绝大
多数遗产并不被我们所认定。从此可以看出，“遗产”是由社会价值和制造程序决定的。
遗产的构成必然包括解释成分。构造主义者干脆认为遗产不是其他， 就是解释； 不过它不是
一般性的解释理论， 而是有关知识和学问的理论。比如游客之所以去造访遗产地， 其目的之一是

①

Ｂ． Ｋｉｒｓｈｅｎｂｌａｔｔ－Ｇｉｍｂｌｅｔｔ （ ｅｄ． ） ，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１９９８， ｐ． １４２．

②

Ｒ ． Ｈｅｗｉｓｏｎ，“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Ｌ． Ｕｚｚｅｌｌ （ ｅｄ． ） ，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Ｖｏｌ．１） ：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③

Ｊ．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Ｍ．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ｔｏｎｅ （ ｅｄ． ） ，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④

Ｐ． Ｈｏｗａｒ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ｐ． １８６－１８７．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Ｔ． Ｈｏｆｆｍａｎ （ ｅｄ．） ，
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Ｌａｗ，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ｏｎｄ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ｅｌｈａｖｅ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ｐ． 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１９９０．

８９

文艺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期

去学习和体验。在参观、游历过程中， 每一个游客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对遗产进行解
释。遗址为到访者提供了一个确定的目的地， 并使到访者获得身体力行的知识认同、经验认可。
这一过程出现了很有意思的解释现象， 即同一个遗产物对每一个到访者而言都是相同的， 但在
不同的到访者那里所获得的认知和解释则会出现极大的差异。根本原因是到访者加入了各自的
认识、解释和互动①。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成立， 或在推论的逻辑上可以成立的话， 便不存在具有
相同指喻性的“遗产言说”， 也就是说， 我们首先承认有一个具体的遗产物、遗留物的客观存在，
但这个“客观存在”只不过是假定排除了任何人为因素的“存在”。从这个层面上说， 它的存在
并无意义——
—对人没有意义的东西不可能被“指认”为遗产。反过来， 只要是遗产也就必定包含
人的因素： 认知、解释、记忆、选择、认同、主观、策略、制造， 等等。据此， 遗产的构成中必然包括可
触及的和不可触及的部分， 它们相互作用， 组成完整的遗产共同体 ②。
众所周知， 对遗产的界定、认识和解释或多或少地会带上时代、政治、权力化的“阴影”。从
这个意义上说， 今天的遗产属于“创造的遗产”（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其中附丽了大量的“次
生因素”。具体说来， 由于当代大规模遗产运动的作用， 遗产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公共价值的“品
牌”， 累叠了许多与遗产“原生因素”不相干、甚至不相容的东西。造成这种情状的始作俑者即是
“权力话语”。由于当代社会对遗产的界定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利益性和实践性， 因此， 遗产也经
常成为各种利益群体及国家之间斡旋、协商的平衡物。全球化对遗产工程重视的热潮加速了遗
产存续的变化速度， 改变了它的行进方向。在这一过程中， 大规模的旅游活动成为这一进程的另
一个重要推动力， 同时也强化了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性 ③。行政管理往往把遗产变成一种社会公
共资源并对它们进行分配、管理和利用。在此， 我们更想强调对遗产主体性的真正尊重， 对遗产
原生形态的正确认识和充分理解。如果这一前提没有把握好， 遗产的命运和后果便令人堪忧， 遗
产也会改变其原有的性质和特征。
既然遗产属于特殊的存留物， 便有各自的存续样态 ， 这决定了其相应的地方和空间背景。
《世界遗产名录》在这方面的规定包括： １． 相同的历史—文化组成。 ２． 在地理区域特征内的相
同类型的遗产。 ３． 相同地质形态构成， 相同生物地理省份或相同生态系统类型并说明其作为一
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系列遗产不能将其分割开 ④。每一个独特的遗产都具有环境的特质、自然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Ｋｉｒｓｈｅｖｂｌａｔｔ－Ｇｉｍｂｌｅｔｔ，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Ｍｕｓｅｕｍｓ， ａｎｄ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优势以及生态构造。本质上看， 任何物种都是生态性的。生物乃至“文化物种”的多样性离不开
其生成、生存、演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所谓“可持续性发展”首先也是针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背
景和基础的。按照文化生态学的基本要义， 人与环境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平衡与适应。它有两个基
本特征： 对生态环境的保持、保障与保护以及在和谐基础上的创造行为是生态发生学的原旨。所
以， 严格意义上的“遗产”都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环境的生态性遗物、遗存和遗留。任何值得保护
的遗产也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与此同时， 人们必须认识到，“世界遗产是一种脆弱的、
不可修复（ 不可再生） 的资源， 必须受到保护， 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并留给后人享用”⑤。
不言而喻， 全球范围内有关遗产的主导价值观念来自于联合国。即便如此， 我们也必须清醒
地认识到， 遗产政治中隐含了某些殖民化因子。具体而言， 全球背景下所推行的“遗产政治”仍
然带有“欧洲中心”和“工业历史”的强烈隐喻。只要我们对西方现代史作一个大致的梳理 ， 便
不难看出这种判断的历史依据。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以降， 西方社会一直鼓励对自工业革命以后， 特别
是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所起的主导价值的作用进行总结。在这样的历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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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学与遗产运动： 表述与制造

程中， 保护“物质遗产”也就成为一种张扬西方工业革命所引导的历史成就和物质成果的行动。
简 言 之 ， 鼓 励 对 物 质 遗 产 进 行 历 史 研 究 和 总 结 与 所 谓 的 工 业 或 原 初 性 工 业 文 明 （ ｐｒｏ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主题有关 ①。在这股潮流的作用下， ６０ 年代以后， 西方的主要国家便出现了
对遗物历史的兴趣与热情。许多机构相继成立： 英国始于 １９６０年， 瑞典始于 ６０年代末， 美国真正的
开始应在 １９７４年， 加拿大的魁北克始自于 １９７６年， 而法国最早在这方面出现的暧昧态度始于 １９７３
年……这一段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人类遗产”的“重组”（ ｒｅｕｎｉｔｅｄ） 与“西方中心”的政治叙事
—更大的“官方话语”表现出
须臾不可分离 ②。这一“政治叙事”后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来。我们不能漠视这一段历史的发生与发展， 一方面， 我们不能轻视西方发达国家对人类“物质
遗产”， 包括工业技术主义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先导作用； 同时， 我们也必须重视这一短暂的历史
之于当下进行“遗产政治”价值引导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这对我们理解“突如其来的遗产运
动”颇有助益， 也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分清“自己的遗产”的自主价值， 避免使之沦为“他者的
陪衬”。值得提醒的还有， 当遗产成为现代旅游的一个资源性品牌和品名的时候， 要格外警惕遗
产演变成某种“新殖民主义”（ ｎｅｏ－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 的副产品 ③。有的学者称之为“后现代主义遗产”
（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 并认为其已构成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景观。在这样的背景和“产业化的
生产模式”的推动下， 一方面，“文化遗产已经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商业， 这使得在过去曾经出现
过、发生过（ 对遗产的破坏性事件和行为） 的社会风气有可能回潮”④； 另一方面， 它也在同步地
进行着人们对社会认知体系的改造和重建工作。

Ｄａｖｉｄ Ｂｕｓ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Ｅｖａｎ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ａｄｅｒ

综上所述， 遗产是一笔财产， 具有资本性质。遗产是一种表述， 具有主观和解释的成分。遗产
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 经常成为“被劫持”的符号。遗产与技术主义和社会再生产密切关联， 并
成为“制造”的一个舞台 ⑤。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 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和“保护”遗产之间
构成了一对矛盾关系。妥善解决这一对矛盾不仅考验我们的智慧， 也考察我们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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