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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有些传统是被发明出来的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展现出的盛大华
丽， 使人以为它是具有悠远历史的最为古老的
君主制。然而，现代英国君主制事实上是 19世
纪末和 20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
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
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熟悉古老的英
国大学里学院情况的人将会记起此类“传统”是
如何在小范围内确立的———尽管某些传统，如
圣诞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附属教堂中举行的
一年一度的《圣经》选读和圣诞颂歌节，通过广
播这一现代大众媒体已变得家喻户晓。 这一认
识构成了由历史杂志《过去与现在》组织的一个
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
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
含那些确实被发明、 建构和正式确立的 “传
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
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
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英国国王的圣诞
广播讲话（确立于 1932年）就是前一种传统的
范例，与英国足总杯决赛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的
出现和发展则是后一种传统的代表。 很明显，

这些传统将不会同样长久，但是我们首要考虑
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
的可能性。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
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
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 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
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 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
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
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
性。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世纪重建英国议会
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第二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会议厅时， 同样有
意识地决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图。新
传统插入其中的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过去，并
不需要是久远的、于时间迷雾之中遥不可及的。

就其自身而言可谓与过去决裂的革命和 “进步
运动”，也有和自身相关的过去，尽管它可能在
某一日期被截断，例如 1789年。然而，就与具有
历史意义的过去存在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
统之独特性在于， 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
多是人为的。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
来回应新形势， 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
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 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
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
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
这种对比， 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
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

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传
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传统”，包
括被发明的传统， 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

与这些传统相关的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
被发明的，都会带来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
化的）活动，譬如重复性的行为。传统社会的
“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

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
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
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
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
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
然法的认可。研究农民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
村庄“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
的要求， 表达的往往并非是某种历史事实，而
是村庄在反对领主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
形成的力量平衡。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学者也
明白，“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并非是
旧的传统， 而是那些工人在实践中确立的权
利；虽然这种权利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
他们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
一权利。“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
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习惯法
仍然体现出将事实上的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相
结合。我们所谓的“传统”与“习俗”的差异在此
显现无遗。“习俗”是法官做什么，“传统”（这里
指的是被发明的传统）则是与他们的实际行动
相关联的假发、长袍和其他礼仪用品与仪式化
行为。“习俗”的衰微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通常与
其紧密关联的“传统”。

第二点必要的区分是区别我们所谓的“传
统”与惯例或常规，尽管偶有例外，但惯例或常
规并不具备显著的仪式或是象征功能。 很明
显，任何需要反复实施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图
便利和效率，都往往会形成一套这样的惯例和
常规， 它们将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被形式化，以
便将这一实践活动传授给新的实践者。这既涉

及长期以来已为人熟知的实践活动，也涉及前所
未有的活动（如飞机驾驶员的工作）。工业革命以
来的社会自然不得不比以往更为频繁地发明、建
立或发展有关此种惯例或常规的新网络。当变为
习惯、自动程序甚至下意识反应时，它们运行得
最好，为此它们需要恒定性，而这可能妨碍获得
另一种必要的实践，即处理不可预测或不寻常的
偶然事件的能力。这是常规化或官僚机构化的一
个广为人知的弱点，特别是在低级层面，在那里，

恒定不变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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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悠久，实乃晚近
庞冠群

面对“传统的发明”这样一个新奇的题目，我
们难免心生疑问：本应在时间的长河中缓慢积淀
而成的传统如何被发明、创造？本书的六位作者
以一组精彩的论文告诉读者，许多所谓的传统实
际上是为回应社会与政治的变迁而被建构出来
的貌似悠久、实乃晚近的发明创造。这些论文主
要讨论了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的英国及其
殖民地发明传统的情况。

休·特雷弗—罗珀与普赖斯·摩根分别考察
了苏格兰与威尔士构建民族象征物、重塑民族传
统的进程。面对英格兰的统治及其语言、文化的
入侵，苏格兰与威尔士的“爱国者们”力图通过颂
扬各自的民族特性来保持文化上的独立性，并加
强其民族认同。 特雷弗—罗珀的研究指出，17至
18世纪的苏格兰并没有独立的传统，所谓独特的
高地传统乃是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完成的追溯
性发明。他着重揭示了苏格兰高地传统的典型象
征物———克兰格子呢短褶裙的真实起源。苏格兰
短褶裙的样式出自英格兰的工业家之手，以格子

呢的图案区分氏族的想法则由投机的格子呢制
造商们首创。耽于幻想、试图通过想象与虚构来
塑造高地文明的艾伦兄弟撰写了 《苏格兰的衣
橱》和《克兰的装束》，这两本书凭借捏造的史实
强化了克兰格子呢起源悠久的观念，重构了苏格
兰业已消亡的克兰体系。与苏格兰人创造高地传
统相比，摩根所展示的威尔士人文化发明的内容
则更为丰富。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初，威尔士旧
有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已然衰微甚至消亡，当地的
学者和爱国者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保存、发展威尔
士的事物。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追寻往昔，不断地
复活并改造传统，甚至创造传统，比如：复兴衰落
已久的威尔士诗歌大会；认定威尔士民族的凯尔
特起源；提高威尔士语的地位，强调其纯洁性，甚
至将其描述为一切语言的根源；将英格兰歌曲威
尔士化，并创造威尔士历史歌曲，从而把威尔士
塑造成为古老的音乐之乡； 制造民族英雄马多；

保护地方风景，赋予其历史与人文意义。这些尝
试共同构建出一种新的威尔士特性。

接下来的四篇文章转向了政治传统的发明。

大卫·卡纳迪恩分析了 1820年至 1977年间英国
王室仪式精致化的过程，他将礼仪放置在广泛的
历史背景之中考察其变迁，揭示仪式表演所暗含
的意义。作者发现，英国王室盛典的“千年传统”

绝非如此悠久，直至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英国
王室仪式仍是十分笨拙、魅力有限。而到 19世纪
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的真正权威逐渐衰落，却
成了民族的领袖，受大众崇拜，被盛大的仪式庆
典所环绕。若从国际环境着眼，此时国际关系日
益紧张， 各国仪式上的攀比也是展示竞争的手
段。至 20世纪前期，英国王室仪式又被赋予了新
的意义。在一个发生剧变的年代，君主制礼仪成
了表达连续性与稳定性的重要方式，它被人们描
绘为悠久传统的化身。

博纳德·科恩与特伦斯·兰杰的研究视野拓
展到了英帝国的殖民地，讨论了欧洲的传统是如
何被移植到印度和非洲的。 科恩关注的是，19世

纪英国统治者如何建立起一种向印度人展示英
国之权威的仪式风格。1858年之前， 由于莫卧儿
皇帝仍然是印度政治秩序的核心象征，英国人无
法用象征手段将印度人吸收进他们的统治之中。

因为存在文化差异，英国人在沿用印度本土的礼
仪时大大改变了其意义。1858年后， 维多利亚女
王被确立为印度的君主， 为满足直接统治的需
要， 英国统治者要在印度建立新的认同中心，并
且要以仪式、象征的手段将印度的王公贵族纳入
新的等级秩序之中。实际上，印度总督以欧洲的
模式以及相关的礼仪创造出了“封建的”印度贵
族的等级，将印度王公变成了英国的爵士，以换
取他们的忠诚。 科恩重点考察了 1877年的帝国
集会，正是这次集会以仪式活动与象征手段展现
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以及印度王公与女王的
关系。以往的研究仅将 1877 年的集会视作无聊
的表演，科恩却不这样看。他认为，这次盛会奠
定了一种仪式风格， 成为印度人和欧洲人衡量
公共仪式的标准，更意味深长的是，印度早期的
民族主义运动所采纳的公共政治风格也深受其
影响。

兰杰阐释的 “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传统的发
明”，展示了发明传统的复杂图景，它至少涉及三
个层次。首先，为了将非洲的白人定居者转变为
一个令人信服的统治阶级，殖民者不仅依靠军事
或经济的力量，还通过移植或发明新传统，来显
示白人乃是非洲人的主人。因此，殖民者在非洲
发明出了一整套学校、职业和军团等传统，它们
可以用来创造一个明确界定的等级社会，其中欧
洲人发号施令，非洲人接受命令。其次，在非洲缺
乏广泛存在的君主制的情况下，英国统治者创造
了一个本土的君主制传统。因为殖民政府不希望
通过不断运用武力来实施统治，所以它需要寻找
更多的本土合作者，尤其是乡村的酋长、村长和
长老等人，而这种合作背后又需要一种意识形态
作为支撑，结果殖民者在帝国君主制思想中找到
了这种意识形态。于是，行政官员对非洲人不断
灌输国王几乎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和无所不
在的神的观念，并通过仪式活动使这样的观念更
具影响力。再次，英国统治者还为非洲人发明非
洲传统，他们整理、传播这些传统，使原本灵活多
变的习俗变成了确定无疑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
是，由欧洲输入的发明性传统不仅为白人提供了
发号施令的模式，而且还为很多非洲人提供“现
代”行为的模式，他们尝试着以相对独立的方式
利用欧洲移植的传统，以建立新社会。

除了以上各篇论文，本书的编者之一、英国著
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还撰写了导论和最后一
章。在导论中，他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发明性传统做
了理论上的概括。在最后一章中，他试图将传统的
发明这一主题应用于欧洲的其他国家， 提出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的三四十年是欧洲大规模生产传统
的年代，这一时期深刻而迅速的社会变化，导致了
新传统层出不穷。 这些传统既包括官方创造的政
治传统（比如公共仪式、纪念碑和雕像），也包括非
官方的群众运动、社会团体发明的各种传统（比如
足总杯决赛、温布尔登公开赛、校友协会），它们的
出现或是强化了对国家的顺从与忠诚， 或是体现
了阶级意识以及团体认同。文集通常给人以松散、

拼凑之感， 而霍布斯鲍姆的开篇与末章赋予了本
书一种整体感， 并使传统的发明这一主题成为认
识 19世纪欧洲历史的新视角。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深深叹服各位作者的博
学，文中详尽的史料、坚实的论据、精辟的分析都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
将学术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在充分论证学术观点
的同时， 把一个个发明传统的故事娓娓道来。因
此，本书自 1983年推出以来便不断被重印，成为
名副其实的学术畅销书。 今天，“传统的发明”一
词已经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它作为标题出现在许
多不同种类的论文之中。

“被发明的传统”背后，是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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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什么是传统？传统都是古老的吗？为什么
说有一些传统是被发明的？现代人为何要发明
传统？所谓传统的仪式和符号，在现代民族国
家的发展历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是“用新瓶
装旧酒”，还是“用旧瓶装新酒”？

?国史学巨擘?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代表
作《传统的发明》中文本全新修订版，近日由译
林出版社出版。 该书探究传统发明背后的真
相，洞悉历史与当下的复杂互动，揭开我们习
以为常的那些“传统”的面纱。

◆

《传统的发明》

[? ] ?里克·霍布斯鲍姆 特伦
斯·兰杰 编
顾杭 庞冠群 译
译林出版社苏格兰男子穿克兰格子呢短褶裙的传统，亦是一种“发明”。 书中插图

门为什么是锁住的？

陈芝秀骑坐在高高的梯凳上，揉着仰
得发酸的脖子，闭起了看得发花的眼睛。

“夫人，快歇歇，请下来喝口汤吧！”

那个熟悉的令她快乐的家乡口音， 又鬼
使神差地响在耳边了。她睁眼一看，赵忠
清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汤碗， 笑嘻嘻
地立在她面前。

“赵忠清，你真是，”她用掩饰不住的兴
奋语调说，“我真有点渴呢，哈，你就来了。”

陈芝秀立即从梯凳上移步下来，下
到最后一级时，赵忠清连忙放下汤碗，伸
手搀扶着她。她拍了拍身上的灰土，自在
地坐在了最下面的那级梯凳上。

赵忠清依然笑嘻嘻地立在她面前。

立在面前的这个人的恭顺和及时的体
贴，像盼望中的春雨，使她心头温暖而熨
帖。她接过了碗，笑着问：“你从哪里弄来
的枣？嗯，他们都有吗？”

“有，都有。敦煌嘛，别的没有，弄点
红枣给夫人你滋补滋补还是办得到的。”

他回答得仍是恭顺而温和。

“夫人，你太辛苦了！女人家是不好这么
辛苦的……” 赵忠清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
她，细声细语地说，口气里有说不出的爱怜。

“不辛苦做不到啊，谁教我们选择了
这项事业呢！”陈芝秀叹了口气。她吹了
吹热腾腾的枣汤，喝下一大口，又用小匙
子撮着吃了几颗枣， 热腾腾的甜意从嘴
里一直甜到心底。

从榆林窟回来，拿着《莫高窟洞窟内
容编写表》和《榆林窟调查计划书》，常书
鸿又一次走进了敦煌县府的大门。 他深
知要说服那些愚顽不化的官僚是多么艰
难，但是，再难也总得有人去做啊！

“爸爸！爸爸！”脏得像个泥猴的嘉陵
远远地张着两只小手，朝他扑了过来。

常书鸿爱怜地抱起儿子，哎呀，儿子的
小手简直就像冰萝卜！芝秀也真是的，虽说
已经开春，可乍暖还寒，这种天气不给孩子
多穿一点，万一又冻病不是很糟？

他抱起儿子就朝家里走。“走，嘉陵，回
家让妈妈好好给你洗洗脸……”

“不，爸爸，我不回家，现在不能回家！”

小嘉陵突然溜出他的怀抱，跳到地上。一个
劲地晃着脑袋说。嘉陵虽已三岁，但一直瘦
骨伶仃的，见了他也总有点畏缩。

“怎么啦？嘉陵，为什么不回家？”

嘉陵歪着脑袋看看他，说：“妈妈说的，

妈妈说叔叔来了不许打扰， 让我自己在外
头玩儿，等叔叔走了她会来接我回家……”

“叔叔？哪个叔叔？”

“赵叔叔， 就是那个妈妈的老乡赵叔
叔！”嘉陵两眼乌溜溜地说。

“嘉陵，赵叔叔常来我们家？”

小嘉陵点点头，没说话。

常书鸿心里一沉， 嗓子眼里像爬进什
么小虫子似的非常不舒服起来。

“赵叔叔来了就给我糖吃，可好吃的糖
啦！”

常书鸿耳朵里嗡的一声， 他已经听不
进儿子在说什么了。

他抱着嘉陵径直往家走，因为腋下夹着
一大卷材料，两只胳膊很不得劲，走了没几
步就手酸得不行。 勉强熬到中寺的家门口
时，他试图用脚去踢开大门，嘉陵却说：“爸
爸，开不了，妈妈锁住的！叫妈妈来开吧！”

门为什么是锁住的？他推了推门，门果
然是锁着的。

霎时间，他只觉一股血往头脑里冲，冲
得脑子木木的。

他咬了咬牙， 看看四周， 四周并无一
人。他咬着嘴唇，用拳头重重地敲了两下，

然后将嘴凑向门缝， 用只有里边可以听得
见的声音喊道：“芝秀，来开门！我回来了！”

里边总算有了响动，拖拖拖拖，有人来
开门了。果然是赵忠清！

“啊啊，所长，您回来了！辛苦了，辛苦
了！夫人病了，我，我也是刚刚知道……哎，

我一看，你们院，院子里的这两畦菜地，都需
要人侍弄了，我对夫人说，你为什么不说一
声， 我明天就派老窦来帮你们整治整治。我
这人也是粗心得很，所长，你，你和夫人，你
们要是不对我说，我就什么也想不到……”

常书鸿咬着牙，铁青着脸，几乎不看赵忠
清说话的表情， 更不屑细辨对方那稍显紧张
而语无伦次的语调，他夹着那卷材料往里走，

一边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讪讪地愣在他身后
的赵忠清说：“赵忠清，待会，你到办公室去！”

他径直进了屋， 陈芝秀果然在炕上蒙
头大睡。被头完全遮住了脸面，只见枕边散
着一头乱发。

“芝秀，你怎么啦？”他问。

陈芝秀并不回答， 只是发出一声轻轻
的呻吟，立刻将被头裹得紧紧的。

“芝秀，你病了？！”他试图轻轻掀开她
的被头，但闭着眼的陈芝秀，将被头裹得更
紧，翻身朝里，呻吟般地说：“别，别打扰我，

我不舒服，你让我安静一会……”

他愣着，放下材料，退了出来。

常书鸿的面前立着一脸尴尬的赵忠清。

常书鸿心里盘旋着怒火， 但他无法发
作。 虽然确凿证明， 面前这个人是不诚实
的， 但他不能把他隐隐约约的猜疑发作出
来，因为，这中间有芝秀。而且，就凭刚才那
一幕， 他不能也不应该作最坏的猜测和判
定。那对芝秀，对他自己，都将是一种损害。

这损害对他们将是致命的。

他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赵主任，

你这两天都忙些什么？”

“哎，忙，忙……所长，你，你是说，哎，

你是问我在做什么，对不对？大家都忙，我
当然也闲不着。所长，你，你当然明白我们
这里有多少闲杂事， 所以我有时就到前边
去，有时就帮帮其他人，反正谁叫我，我就
去帮谁，东大殿的老窦他们……”

“赵忠清，有一点我想你是很清楚的，我
们这里可以收留真心愿意在莫高窟工作的
人， 也容许那些因为条件所限暂时工作不到
位的人。是的，我们容忍这容忍那，就是容忍
不了耍奸取滑和撒谎的，你不能辜负大家对
你的信任。我们这里条件是困难，但如果你觉
着在我们这里工作不合适，那你可以请便！”

“喔？！所长，这么说，你、你是要辞退我？”

“是的，你这么理
解没有错。”（二十七）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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