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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史研究·

从职业主义中“拯救”历史学的多样性:
波妮·史密斯的女性史研究

林 漫

(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摘 要: 波尼·史密斯( Bonnie G． Smith) ①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专家。秉承上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以来西方社会第二波妇女运动高潮的理念，她致力于从历史学的角度批判男性中心主义。在她

看来，西方社会历来都存在女性史书写和女性史家写史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在进入 19 世纪以后，被大兴“职业

主义”的男性史家排斥在外并贬低为“琐碎”“业余”，自此以后，女性史和女性史家的身影逐渐隐没于历史书写之

中，致使现代历史书写缺乏女性经验和女性视角，造成了职业史学的偏颇、刻板与单调。史密斯通过巧妙的分析

手法揭示了 19 世纪以来职业史学与男性身份认同之间的微妙联系，指出职业主义与男性身份的相互认同。与此

同时，她也致力于从职业主义的遮蔽中发掘女性史和女性写史的传统，拯救历史学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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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学诸多分支领域中，女性史与政治运

动的联系可谓最紧密。路易斯·梯里( Louise A．
Tilly) 曾表示，女性史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女权运

动的承诺而作; 尽管所有的历史都有其政治框

架，但其他史学分支很少像女性史这样紧紧跟随

女权运动而行［1］440－441。女性史和社会性别史的

确不曾主动撇清其与政治的关系，正相反，女性

史家十分清楚地表明学术为女性解放的政治目

标服务的立场。是否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女权批

判，是 女 性 史 研 究 质 量 的 衡 量 标 准 之 一。艾

伦·杜波依斯( Ellen DuBois) 表示，女性史把女性

主义作为一个理想型存在，认为与女性主义本身

相比，任何学术都是有缺陷的［1］441。

就此而言，女性史公开的政治立场可以视作

对兰克“不偏不倚”的史家职业精神的反叛，女性

史家把这当作西方学术界所倡导的学术民主和

学术争论框架，一定程度上能够容忍这种反叛，

但女性史家的反叛，也并非没有引起争议。例

如，罗杰·夏蒂埃( Ｒoger Chartier) 在 1996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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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站在悬崖边缘》中为历史学的实证立场①

辩护，斥责“身份史学”( identitarian history) 模糊

了被普遍接受的、可以验证的知识和那些维持着

某种特 殊 的 记 忆 和 抱 负 的 神 话 重 构 之 间 的 区

别［2］。虽然夏蒂埃没有直接点明“身份史学”的

内涵，但顾名思义，“身份史学”必然是为了建构

和巩固某种身份认同而写就的历史，可能是民族

国家史，也可能是女性史、LGBT 的历史、有色人

种的历史、后殖民史学等［3］215。这些不同的史学

分支代表着大大小小的身份认同，包含着各式各

样的政治诉求。
在夏蒂埃看来，女性史等“身份史学”是为了

维持女性的“特殊记忆和抱负”，因此无法被“普

遍接受和验证”。夏蒂埃对女性史的看法至少代

表了主流学界不少男性史家面对女性史挑战时

的反应，那就是继续强调男性史学的普遍主义和

非政治性特征。而在女性史家看来，传统史学很

大程度上也代表着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而这一

群体在美国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下，

常常指的是白人男性。因此，女性史家认为，任

何对普遍主义的宣称都是一种掩盖自身真实立

场的虚伪，不偏不倚也绝非代表真正的中立。
波妮·史密斯( Bonnie Smith) 对夏蒂埃的观

点提出了尖锐批评，她模仿夏蒂埃质问海登·怀

特的口吻，质问前者道: “女性、同性恋和非欧洲

的历史，以及其他被排斥的群体所写就的历史究

竟要如何才能够具备为主流史学所接纳的重要

性和研究质量?”［3］220 她不满于主流史学界因女

性史的政治立场而否定女性史的研究质量。她

认为罗杰·夏蒂埃等主流学界的男性史家并没

能客观公正地看待女性史的价值。
女性史不应为其所秉持的政治立场而遭此

偏见，波妮·史密斯遂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男性史

学的制度性根基———职业史学。史密斯认为，19
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职业史学，其本身也存在政治

立场的预设。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职业史学热

衷于书写政治军事史，突出了白人男性精英对历

史的重大影响。随着职业主义的发展，政治史渐

渐被扭曲成了中立的象征，而其他分支领域，比

如 19 世纪末的经济文化史，当代的劳工、族群和

社会性别史，则变成了“政治的”，这无疑具有讽

刺意味［4］131。职业史学乃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

础上，处处充满了男性文化的隐喻。受训成为职

业史家，便意味着获取男性身份认同。就此而

言，职业史学同样是一种“身份史学”，使其有别

于其他“身份史学”的，正在于其所宣称的普遍

性。在女性主义批判目光的审视下，这种普遍性

的宣称是可疑的，而解构这种普遍性宣称的秘

诀，就在于揭示职业史学与男性身份之间的微妙

联系。
一、职业史学的男性化

琼·斯科特在《性别: 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

范畴》一文中赋予了“社会性别”( gender) 两方面

的内涵———社会性别是基于两性差异的社会关

系的构成要素; 社会性别是指涉权力关系的基本

方式［5］。一言以蔽之，“社会性别”是历史学家用

之于考察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的理论和概念工

具。受社会性别思潮的影响，波妮·史密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用“社会性别”来分析历史学界

的性别关系，揭开了职业史学男性化的奥秘。
波妮·史密斯主要从男性史家的成长经历、

求学经历和家庭生活三个方面入手，分析职业史

家男性身份与职业身份的塑造，以及他们如何用

性别隐喻的手法在史学领域建立起男性统治，使

之成为男性主导的学术领地。
在一篇题为《什么是历史学家?》［4］70－102的论

文中，波妮·史密斯讲述了历史学家如何从幼齿

学童慢慢成长为知识精英的经历。她发现，对 19
世纪的男性史家来说，通往职业生涯的道路，同

时也是男性身份的塑造。男性身份和职业身份

之间相互认同、相互锻造，最终变得密不可分。
职业史学界俨然成为男性共同体，逐渐将此前非

职业化的女性史家排除在外。
波妮·史密斯搜集了大量著名史家的书信，

从中窥见了他们年少时代的成长经历。她发现，

那些为我们所熟知的 19 世纪职业史家，早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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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罗杰·夏蒂埃的实证立场，是在承认历史叙事具有修辞性的前提下，反对海登·怀特把历史知识降格为纯粹修辞问题的态度。他

坚持历史的可知性和历史知识的可验证性，坚持历史叙事有别于虚构叙事，反对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立场。夏蒂埃在《站在悬崖的边

缘》中表明了与《历史的真相》一道坚守职业史学的现实主义( realism) 立场的态度。参见 Ｒoger Chartier，On the Edge of the Cliff: His-
tory，Language and Practices，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多被送进寄宿学校，接受古典语言训练。高强度

的语言训练赋予他们对语言文字的敏感性，其日

后走向依靠史料批判治史的道路，大致与此早年

经历相关。远离家庭环境，在相对封闭的校园环

境中，与一群年龄与心智相仿的人一起学习和成

长，竞争和斗殴，这些经历都塑造出男孩们的“男

性气概”，使其逐渐形成男性认同。学龄男孩们

对“男性气概”的理解也的确影响了他们日后的

学术实践。而男性身份和男性气概艰难的获取

过程，同时也是逐渐放弃家庭认同、压抑男童对

家庭生活和母亲眷恋的过程①。
男性身份有两个关键要素: 第一，是男人与

女人的关系; 第二，是男人与男人的关系。首先，

“男性气概”的塑造是建立在男性( “男性气概”)

和女性( “女性气质”) 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
近现代欧洲的寄宿制学校常常扮演了一种性别

隔离机制，经历过寄宿生活的男性得以从中形成

一种同性之间的社会联系( homosociality) 。这一

制度基础能够很好地解释职业史学界男性统治

格局的形成。在寄宿学校，男孩们直至成年以前

不会见到很多同龄女性，这就促使他们必须在既

有的生活范围内寻找一些女性化的象征，来帮助

自己形成男性身份认同。对寄宿制学校的男孩

们来说，能够被贴上女性化标签的事情不外三

种———成绩表现不佳、打架斗殴失败、眷恋家庭

生活。
波妮在史家早年的书信中发现，多数学童在

一开始进入校园环境的时候，对寄宿生活无所适

从，从入学的第一天起就数着回家的日子。他们

会写很多信给父母，抱怨学校环境、表达对家人

的思念、回忆童年在家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这

种思乡病很快就被学业上的焦虑所取代。男孩

们每天都有上不完的课、写不完的作文和应付不

及的考试。学校鼓励公开竞争，把每一次考试排

名公示出来，使这些学童早早就被暴露在抽象知

识的竞技场上，唯有用脑力进行拼搏与竞争，并

且取得胜利，才能赢得男性殿堂的入场券。在竞

赛机制的规训之下，男孩们逐渐变得野心勃勃。

而在学校这一特定的环境下，则表现为认知领域

里的狂飙突进。凸显自身男性气概的途径莫不

过证明自己比别的男性更加强大，因此男孩们开

始变得非常关注自己的成绩和排名，而在此过程

中，他们的家庭身份认同却逐渐淡化。温情脉脉

的家庭生活自此被贴上了女性化的标签，与他们

新晋的男子汉身份不符。囿于男性身份的设定，

他们逐渐不再提及自己对家庭生活的眷恋。
在求取男性身份的过程中，暴力也扮演了重

要角色。布迪厄在《男性统治》中表明了男性气

概与暴力之间的关系［6］67－72。无论是身体暴力还

是社会意义上的体制暴力，都是男性文化的隐

喻。史密斯发现，男学生们既通过学习知识而取

得男性身份认同，也通过霸凌他人来强调自己的

男性气概。波妮发现［4］78，德国学生进入校园最

重要的仪式，就是通过党同伐异的打斗获得“兄

弟情谊”( Brüderschaft) ，兄弟情意味着彼此之间

能够以“du”②相称，一起喝酒，并不再进行打斗。
一个获得了“兄弟情谊”的新人，便获得了合法的

男性身份。唯有在这种“兄弟共和”之下，青年史

家能够顺利地开启自己的大学生涯。值得一提

的是，“兄弟共和”同时也意味着男性把女性排除

在知识殿堂之外。尼布尔曾表示，女孩们会赠予

他玫瑰和桃金娘，唯有桂冠，只能由男人来为他

戴上［4］79。男孩通过接受教育取得了鄙视“无知

女孩”的心理优势，也憎恨那些胆敢闯入思想领

地的女人。
正是在身体暴力的过程中，施暴者能够将自

己的精神意志强加在另一个身体之上，因此，身

体也逐渐被赋予了女性化的内涵，而精神意志等

范畴则被划归为男性领地。历史学家和自然科

学家群体，便是这样在智力生活的范围内建立起

男性统治的。精神的超越性对肉体凡胎的胜利，

也是男性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支柱之一。
波妮·史密斯考察职业史学的男性化，将史

家的个人经历一直追溯到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体

现了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而她多次描绘史家在

成长与成才的过程中经历过的那些象征仪式，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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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史密斯的这一分析多少受到精神分析学“母婴联系”原型理论的影响。精神分析学对社会性别理论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其帮助后者

形成了社会性别的社会和文化建构论。而其局限又在于其将对社会性别的考察局限于早年的家庭经验，因此单纯运用精神分析学

并不足以对社会性别形成的完整过程进行描绘和分析。
德语第二人称单数，区别于敬称“Sie”( 您) 。



体现了文化人类学方法的影响。精神分析学与

文化人类学的交替使用，构成了波妮·史密斯洞

察力十足的史学分析视野。
史家的男性身份，是一个持续不断地处于塑

造之中的状态，因此，有关男性身份的文化隐喻

和象征仪式，从年少时期到青年时代，再到他们

成为职业史家以后，一直在不断地被重复。例

如，史料批判对史家的成长来说，便是一种具有

身份象征意义的仪式。由于职业史家在青少年

时代接受过高强度的语言训练，因此，语言在他

们成年以后的科研生涯中仍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核实、分类、核定年代，以及其他的一些史料批判

程序，与其说是为了寻找真实的过去，不如说是

为了完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学仪式［4］81，正是

借助这种持续不断的仪式性重复，史家的男性身

份得以不断地被强调和巩固。这便是男性史家

早年的语言学习经历与后来的史料批判技艺之

间的联系。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男孩成长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暴力，这种暴力也会持续不断地

以内容和题材的形式出现在职业史家的研究成

果中。这部分地解释了职业史学所常见的政治

和军事史题材。
档案研究和研讨班，历来被视为兰克史学的

两大支柱，而波妮·史密斯则认为，此二者不光

是史家通往职业生涯的两大法宝，而且也是开启

男性身份大门的秘密钥匙［7］1150－1176。19 世纪的男

性史家常用“处女”等涉及身体的词汇来形容一

卷未曾被打开过的档案。对他们来说，在档案中

搜寻对他们有用的史料，则是一种冒险经历或勇

气之旅。尘封的档案就像未经开发的处女地，等

着男性史家前去征服与开拓。而研讨班( semi-
nar) 则对年轻学者形成男性身份认同也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用来举办研讨班的房间通常带

有一定的私密性，我们可以想象一群男性坐在封

闭的小房间( “内阁”) 里共商大计，就一些重要的

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和磋商，形成了一个男性共同

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史学的职业化也意味着历

史的男性化。
并且，研讨班是史家行会的化身，仔细审查

档案，则成为行会成员获取从业资格证的方式。
正是兄弟会或共同体的想象，塑造了研讨班成员

的意识形态。因此，波妮·史密斯表示，科学史

学并不单纯是在客观主义高尚梦想的驱动下发

展起来的，它还包含着一定的幻想( fantasy) 成分;

科学史学和客观性观念的形成离不开想象，而它

们的表达则离不开隐喻［7］1176。
二、科学史学的性别隐喻

无论是语言学习、史料批判还是研讨班，最

终导向的是以“事实”( fact) 为基础的历史科学。
“事实”是建构科学大厦的砖瓦，这种想象来源于

经验主义哲学理念，并随着 17 世纪牛顿体系和

19 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成功而获得了巨大的成

功。受科学主义影响，历史学也不得不比附于自

然科学，以此提升权威性。经验主义的职业史家

努力排除了历史中的哲学推演成分，并严厉地责

备前人采用的浪漫主义手法［4］131，以此压抑历史

学的文学色彩。历史变成了不偏不倚的判断和

平铺直叙的报告，对史实锱铢必较，这便是“科学

的历史学”。但这种科学性的宣称多少是可疑

的。
海登·怀特的叙事主义历史哲学提醒我们

注意历史叙事的修辞性成分。他在《元史学》中

表明，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在本质上别无二致，

它们都遵循语言学和修辞规则。历史学有别于

自然科学，它多少带有诗学内涵，体现出文学性

和艺术性的一面。这一认识论的后现代转向同

样可见于科学史研究领域。
玛丽·海瑟( Mary Hesse) 的研究表明，自然

科学离不开想象成分; 与人们对自然科学客观实

证的固有印象不同，科学知识进步的关键很大程

度上正在于隐喻［7］1151。实际上，科学家非常依赖

隐喻来进行解释，像“波”“粒子”“大爆炸”等类

型的比喻，对科学家搭建起解释模型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而有关性与性别的隐喻，便是科学家

赖以认识世界的众多隐喻之二。由于历史学将

自身比附于自然科学，遵循相同的经验主义逻

辑，因此，性与性别的隐喻同时存在于自然科学

和历史学之中。自然科学家与历史学家运用性

与性别隐喻来建构科学—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权

威的手法，也如出一辙。
在自然科学高歌猛进的这几个世纪中，自然

科学家一步步把女性的生理结构纳入考察范畴。
例如，生理学家和动物学家考察雌性的排卵和月

经周期，这些学科的某些基本假设，是建立在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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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子宫会对其智力产生影响的基础之上的。基

因学研究则专注于生物遗传，而遗传的关键正在

于生育( reproduction) 。医学进步一部分要归功

于慈善医院里的穷苦单身母亲，因为外科大夫用

她们的身体做了无数实验。犯罪心理学常常把

女杀人犯的犯罪动机归因为生理期、怀孕和子宫

的影响。精神医师则着手处理女病人的“歇斯底

里症”……［4］134 概而言之，科学的权威乃是建立

在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之上的。在科学认识的

框架内，女性被取消了主体性，只以研究对象的

形式服务于科学知识的生产。
女性被客体化，同时也意味着科学研究客体

的女性化。例如，当“哺乳动物”这个名词诞生的

时候，科学界正在发生一场有关女性乳房的大讨

论，尽管被命名为“哺乳动物”的生命体并不一定

能分泌乳汁，但是，科学家仍然在众多备选项里

面选择了这一个饱含着女性身体隐喻的名词来

指代其研究的客体。无论是女性被客体化，还是

研究客体被女性化，这两者都造成一个共同的结

果———科学界从其组织架构到知识生产，越来越

体现出男性化的特征，最终也建立起了男性统

治。在这里，波妮·史密斯观察到了“观察者—
被观察者=男性—女性”的二元对立谱系。科学

界由此建立起了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性别秩

序。而历史学在 18 /19 世纪受到科学主义的感

召，也开始参照这一套自然科学的话语体系，建

构起自身的科学权威。
不过，历史学的经验主义基础毕竟是有限

的，如何把业已存在于自然科学中的性别等级秩

序移植到历史学中来，仍需考验历史学家的想象

力。历史学家果然也不负众望，抓住了历史学性

别化的关键———“事实”。职业史家煞费苦心地

利用各种手段发掘、解剖、操纵和利用档案，令其

服务于“事实”的生产。大量事实的积累的确也

筑就了史职的权威。对历史“事实”的掌控力，是

男性权力和职业地位的象征，而通往事实的物理

性证据———档案，则被视为女性化的象征。历史

学家也从处理史料、生产事实中获取了男性的尊

严和职业的荣耀。
除此之外，历史学家还把研究对象视为具体

的、日常的、琐碎的和肤浅的，而把作为观察者和

研究者的自身想象成抽象的、超脱的、理性的和

具有精神特质的存在，建立起男性主义精神对女

性化客体的胜利。循此逻辑，他们想象自己隐没

了身体的物质性存在，只剩下理性的慧眼，冷静

客观地洞悉一切。正如古朗治所言: “不是我在

说话，是历史借我之口在说话!”这种消灭史家主

观性的宣言实际上透露出一种全知全能的幻想。
这种全知全能的幻想让他们品尝到了男性权力

的快感，也让他们得以宣称科学史学有关客观性

的高尚的梦想。
为何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如此热衷于利

用性别隐喻来建构客观主义的理性神话? 布迪

厄在《男性统治》中为我们揭开了答案，他表示:

“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需为自己辩解这一

事实上: 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接受下

来，无需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6］8。“性别分

工建立在生理差异，特别是性器官的解剖学差异

上，因此性别差异看起来像是正常的”［6］9。一言

以蔽之，由于长期以来存在于大众认知领域的生

理决定论，性别差异被视为自然而然，很少有人

会怀疑它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而波妮·史密斯

等女性史家的社会性别史研究，就是要破除这种

生理决定论的神话，揭示职业历史中性别等级秩

序的存在，剖析学术界性别隐喻的秘密。
职业史学在波妮·史密斯看来问题重重，这

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术界长期为单一性

别所把持，为职业主义的框架所局限，波妮·史

密斯希望历史学变得丰富多彩，历史的书写理应

为全人类所共享，因此她希望在历史学的前职业

时代寻找历史学更多的可能性。
三、从职业史学中“拯救”女性史家———发掘

史学的多样性

波妮·史密斯从 1980 年代开始致力于考察

女性史家对历史书写的贡献，她对欧洲近代以来

的业余女性史书写和美国女性史学的起源均有

研究。据其考察发现，西方从 18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有女性史书写的传统，女性

史并非 1970 年代的发明［8］724。近现代的女性史

起源于各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博古学、人物传记

和以杰出女性的生平为线索的普世史传统［9］711。
与同时代的学术风气相似，18 世纪的女性学者拥

有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她们不仅仅研究历史与博

古学，而且会写科学论文、道德说教类文章、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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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文学作品［9］711。这种多样化的起源促使

19 世纪的女性史家率先进行社会史研究，写历史

小说，为后来“新史学”的出现和文化史的唯物解

释作出贡献［9］711。总之，女性史和女性所书写的

历史具有跨学科的特色，是丰富多彩而超前的，

这种跨学科的特色一直保持到职业史学兴起之

后。由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涉及家庭与社会

风俗各方面，无法按照传统事件史的时间线索进

行编辑，因此无法与男性史家所书写的那些重大

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史建立联系，这便加剧了女性

史的边缘化［9］720。职业化以后，女性史家的贡献

更是被埋没。著有一部世界女性史的废奴主义

者 莉 迪 亚 · 玛 丽 亚 · 柴 尔 德 ( Lydia Maria
Child) ［8］724，著有一部《英国史》，一心与大卫·休

谟相较量的凯瑟琳·麦考莱 ( Catharine Macau-
lay) ［9］709，美国新女性史的鼻祖玛丽·丽塔·比

尔德( Mary Ｒitter Beard) ［10］，瓦萨学院的女历史

教授露西·梅娜德·萨尔蒙( Lucy Maynard Salm-
on) ［8］726……这些重要的女性史家，都没有得到

足够的重视。波妮·史密斯绘制出近现代以来

女性史家的谱系，试图从职业主义的遮蔽中“拯

救”出女性史家。
如果说 1980 年代的波妮·史密斯主要以

“使其可见”( becoming visible) 的态度来处理女

性史家和女性史学的问题的话，那么到了 1990 年

代，波妮·史密斯便开始致力于探索历史学表现

形式的多样化，她始终相信职业主义并非历史学

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尽管男性史家借由对女性

元素的排斥来塑造职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

史密斯对历史学的构想逐渐超越了单纯把女性

元素添加回职业史界的初衷。她希望女性成为

史学界的革命力量，成为解构男性霸权以后历史

学界的重要的建构元素。
为了替历史学的未来寻找更多新的建构元

素，波妮·史密斯“穿越”回前职业时代一探究

竟。她发现，优秀的历史作品并不一定诞生于兢

兢业业的职业精神之下，而有可能只是天才的智

慧火花在某个瞬间的迸发。对波妮·史密斯来

说，斯塔尔夫人( Madame de Stael) 就是这样的一

位历史的“天才”。从“专家”到“天才”的转变，

意味着史家主体身份的不同，不同的主体身份将

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历史。

职业史家通过档案来接触历史，而对斯塔尔

夫人来说，毒品和身体是她通往历史之境的两种

渠道: 毒品带给她一种“迷醉”的历史体验，而身

体则带给她“情欲”的历史体验。斯塔尔夫人为

缓解疼痛而吸食鸦片，而鸦片也常令其暂时地脱

离理性的世界，畅游于无意识的迷醉之中。在迷

醉之中，她似乎获得了非凡的洞察力，而当她清

醒的时候，则会把梦中所获吸收到自己的历史和

艺术创 作 之 中［11］1063－1070。因 此，“迷 醉 的 历 史”
( narcotic history) 截然有别于专断地强调理性和

确定性的职业史学风格。波妮对斯塔尔夫人创

作过程的想象，受到了浪漫主义文学和精神分析

学的影响。
斯塔尔夫人还写过一本小说———《柯丽娜》。

小说的情节大致是: 博学多才的女主人公柯丽娜

带着自己的爱人游览、参观意大利的各种名胜古

迹，并与对方分享自己对古罗马( 历史) 的看法。
斯塔尔夫人曾被拿破仑流放到意大利，因此这本

小说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她自己的经历。
斯塔尔夫人徜徉在历史遗迹中间，用手触摸

那些历史遗迹，用思绪和幻想与古人神交。这种

独特的历史体验打动了波妮·史密斯，她一直致

力于探索享有历史的另类渠道，而斯特尔夫人的

情欲体验无疑给了她无穷的灵感。职业史家通

常是在档案里面搜集历史所遗留下来的蛛丝马

迹，试图把碎片拼凑起来，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

画面。但熟悉历史生产的人都知道，档案在完整

性和确定性方面常常是令人失望的。历史并不

存在固有的完整性和确定性。斯塔尔夫人不同

于那些在档案里费尽心思寻找完整性和确定性

的职业史家，她用自己的身体去充当嫁接古人与

今世的桥梁，身体便是她体验历史的工具。她把

自己放到历史当中去，让主体成为历史本体的一

部 分。这 便 是“情 欲 的 历 史”( erotic histo-
ry) ［11］1071－1075。情欲的历史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圆

融，而不同于职业史家所强调的超脱( 主体超脱

于客体) 。史家在情欲的历史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绝非透明，她自己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总体而言，波妮·史密斯所说的“迷醉的历

史”和“情欲的历史”来自浪漫主义和精神分析

学，有着浓厚的文学色彩。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

流派［12，13］认为，现代理性主义文化强调个体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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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和独立性，这实际上是压抑了人的另一种本

能———渴望认同和归属，渴望与他性融为一体的

“死亡本能”。不同于强调个体顶天立地的“生的

本能”。死亡本能旨在通过消灭自我的个体性存

在而与更加强大的他者结合在一起。这种死亡

本能的无意识冲动时常支配和影响着个体，因此

作为个体的人并非时时都是理性的。而当前社

会文化环境里的理性霸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一种

男性霸权，这就是为什么理性文化把男性视为更

加完美意义上的个体和理性人，而只是把女性贬

为不合格、次等的个体，女性常常被社会文化和

性别体制置于依附和从属的地位。但是这样做，

一来是贬低了女性的理性能力，二来则忽略了男

性的非理性本能。
在波妮·史密斯看来，职业史学强调专断的

确定性，正是男权社会理性霸权的体现。她所设

想的女性化的史学，则更多的是一种体验，一种

审美，而不是追逐真相的游戏，更不是截然分割

真相与谬误的审判。
波妮·史密斯的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确具备

非凡的革命性意义，但绝非是一种大喊口号的女

性主义革命史，她践行的是琼·斯科特的微观权

力分析。她对职业史学的批判毫不留情，她在史

学创新方面雄心勃勃、胆识过人。她一般不会特

意提及自己对某一理论或流派推崇万分，但后现

代主义、精神分析学、创伤理论、浪漫主义文学、
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和思想，都融化在她的史学实

践当中，观之无形，品之有味。
四、西方文化中的非西方—女性元素

从 1990 年代末、2000 年代初开始，顺应历史

学全球转向的潮流，波妮·史密斯也开始将眼光

投向了非西方国家。她在美国历史协会的委托

下主编出版了三卷本《女性史: 全球视角》［14］，此

书于 2004—2005 年出版。
考察和发掘非西方的女性经验并将其记录

下来，这可以是女性史全球化的一种思路，但仅

仅停留在经验层面也是不够的。用社会性别概

念来分析全球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文明之间的

权力关系，是另一条思路，这条思路最终会导致

女性 /社会性别史与后殖民主义的汇合。为响应

查克拉巴蒂“将欧洲地区化”( Provincializing Eu-
rope) 的号召，女性史家们也积极地参与为欧洲史

学“去中心化”的尝试，波妮·史密斯、琼·斯科

特和娜塔莉·戴维斯等女性史家曾于 2011 年召

开论坛专门讨论此问题①。
戴维斯早在 1995 年便出版了《身居边缘的

女性》［15］一书，介绍了 17 世纪三名欧洲女性( 一

名德国犹太裔商人、一名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一

名荷兰—德国昆虫学家) 的故事，其中后两者分

别漂洋过海到北美印第安人聚居区和南美苏里

南地区，法国女传教士试图让易洛魁人皈依天主

教，荷兰—德国昆虫学家与当地黑人女性多有接

触。戴维斯借由地理中心的转移，来完成了自己

学术生涯的全球转向。波妮·史密斯除了关注

全球女性史研究动向之外，还亲自参与帝国史研

究。她于 2000 年出版了题为《帝国主义》的专

著，通过档案研究考察帝国主义与非西方国家的

历史和文化［16］。
波妮的“帝国转向”可能与她早前关注浪漫

主义文学有关，早在她考察斯塔尔夫人的故事的

时候，她便借机接触了大量浪漫主义文学。浪漫

主义运动是历史主义兴起之前的最后一个思想

潮流，兰克等职业史家的作品多少透露出一点浪

漫主义的余韵，但后来的史家出于职业主义态度

而刻意抹去了浪漫主义的痕迹。波妮·史密斯

一直致力于从职业史学中“拯救”历史学的多样

性，因此，她对浪漫主义思潮的研究也就顺理成

章了。而就在她投身于浪漫主义研究之时，她发

现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实———西方文化中

存在着大量非西方文化的痕迹，并通过将后者进

行女性化的方式，使其融入西方文化并隐没无

痕［17］210－219。
1783 年，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②被派往

印度，因对印度文化着迷，遂将《薄伽梵歌》《沙恭

达罗》《摩奴法典》等印度古典文献译为西文。这

些古典文献后来给欧洲文学带来了新的灵感。
此前欧洲人沉迷于古希腊文化的平衡感和秩序

感，但久而久之，古典“希腊癖”未免导致审美疲

劳。正当此时，东方文学像清风一般流入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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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Forum 的 Holberg Prize Symposium Doing Decentered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 50，No． 2 ( May 2011) ，188－228 页。
威廉·琼斯发现了欧洲语言和印度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提出“印欧语”假说。



顿时令人神清气爽。英国的科勒律治、雪莱夫

妇，德国的赫尔德、歌德、席勒、诺瓦利斯、洪堡等

文学家和思想家，都受到东方文化的冲击，遂将

审美情调由秩序与平衡转为浪漫与激情。印度

密教( Tantrism) 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尤其

清晰可辨。据波妮·史密斯介绍，欧洲人此前对

爱情的审美是矜持、理性与克制，现在却认为肉

欲与激情是通过超脱之路的无二之途，因为密宗

的学说教导人们，唯有将肉体与精神结合起来，

才能够超越生死，到达彼岸的极乐之境。而在这种

寻求超越性的体验中，女性与性爱常常扮演至关重

要的角色。在英国湖畔诗人科勒律治创作的诗篇

《忽必烈汗》中，一名阿比西尼亚女仆带领可汗达

到超脱之境。而施莱格尔直率地说，性交的狂喜能

把两个肉体结合起来，此乃通往至圣的坦途［17］214。
概而言之，在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学想象中，

女性常常是开启隐秘之境的钥匙。而欧洲人有

关东方的文学想象，也成为他们借以超脱理性桎

梏的工具。为此，他们又把东方和女性结合起

来。使得东方在殖民主义的思想谱系中逐渐变

得女性化。这种女性化代表着从属、依附和被征

服，是权力的对象而非权力的主体，因此，萨义德

对东方的女性化充满了愤怒。但令人诧异的是，

东方与 女 性 之 间 的 微 妙 联 系 似 乎 并 不 引 起 波

妮·史密斯的反感。正相反，女性元素在浪漫主

义文学作品中的大量运用，提示女性是将欧洲从

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决定性力量。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波妮·史密斯对女性文化身份的

强烈认同。
依循身份政治和文化多元主义的逻辑，作为

性别霸权文化主导者的男性身份，是需要被批判

和解构的对象，而非霸权性质的身份认同、边缘

群体的文化认同，则是不需要被解构的，正相反，

它们的存在将一改男性—理性主流文化( 以及与

之相伴随的职业史学) 的单调和僵化的面目。在

女性主义思想的逻辑谱系里，形成二元对立的并

非是男性和女性，而是霸权和非霸权、普遍与差

异、单一和多元。不同于极端形态的后现代主

义，波妮·史密斯的女性主义史学思想坚持适度

的性别和性别文化认同。而这种适度认同无疑

构成了现实生活中女性主义的建构性基础。
五、小结

波妮·史密斯的女性史研究以发掘女性史

家对历史学的贡献见长，以业余女性史家的史学

实践比照职业史学，突出职业史学的僵化与狭

隘，从而批判历史学职业化制度下男性主导的格

局。从学术方面看，波妮·史密斯的女性史研究

有利于反思职业史学的不足，不断拓展历史学的

边界。而从女权主义的政治抱负上讲，波妮·史

密斯的批判则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揭示了学术不

平等的制度与文化根源。
波妮·史密斯的女性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带

着对女性身份的强烈认同，无论是 1980 年代发掘

女性史家的贡献，还是 1990 年代开始她对职业史

学男性化的批判，都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她一

面批判职业史学的男性化，一面进行史学的多样

性探索，而在此过程中，她有意无意地将女性特

质与历史学结合在一起，为历史学的发展描绘出

新的面貌。虽然她没有公开宣扬史学的女性化，

但她善于发现西方文化中的女性元素、发掘女性

史家的学术贡献，并批判男性文化对女性元素的

抹杀和压抑，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强烈的

女性身份认同，体现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美国身份政治对历史学界的影响，这再次印证了

政治与学术的微妙联系。由此可见，罗杰·夏蒂

埃有关“身份历史”的概括十分贴切，至于“身份

历史”是否构成了历史学的合法性基础，则取决

于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学的客观性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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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cuing the Diversity of History from Professionalism:

Bonnie Smith’s Ｒesearch on Women’s History
LIN Man

(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Bonnie G． Smith is a renowned American expert on women and gender history． Adhering to the phi-
losophy of the second wave of women’s movements in Western society since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she has been committed to analyzing and criticizing male centr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evelop-
ment． In her opinion，there had always been a tradition in Western society of women’s history writing and fe-
male historians writing history． However，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this tradition had been re-
jected as“trivial”and“amateur”by the male historians who advertised themselves as“professionalism”．
Since then，the history of women and the female historians gradually disappeared from the history，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female experience and female perspective in modern history writing，which is the reason why the
modern history is so biased，rigid and tedious． Through skillful analysis，Smith reveals the subtle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history and male identity since the 19th century，illustrating the fact that professionaliza-
tion of history means masculi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she is also committed to exploring women’s history
and the tradition of women’s history writing from the cover of professionalism，trying to save the diversity of
history．
Key words: women’s history; gender history; Bonnie G． Smith; profession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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