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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历经 ４ 个世纪的发展ꎬ 英国的阿拉伯研究已形成广博而

精深的研究体系ꎮ 当下英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凸显研究视点精细、 注重

实证分析、 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特点ꎮ 它的研究进路包括: 以西方视

角研究阿拉伯文化在西方的映射ꎻ 以阿拉伯 － 西方双重视角探析阿拉

伯 －伊斯兰世界文化经验本身ꎮ 其中彰显的敏锐的 “现实意识”、 研究

重心下移、 大众文化研究取向等等ꎬ 都为我们构建融通中外的阿拉伯研

究话语体系开拓了新视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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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诗远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英语教育学院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ꎻ 彭雨竹ꎬ 英国纽卡斯尔大学艺术与文化学院博士生ꎮ

基于全球视野如何客观且精准地诠释阿拉伯世界ꎬ 特别是解读 “在当代

历史上经历了重大基础性社会变革”① 的当代阿拉伯世界ꎬ 是当下世界各国相

关研究学者面临的重要课题ꎮ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ꎬ 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ꎮ② 在此过程中ꎬ 我们需要以开放包容、 兼收并蓄的态度ꎬ
认真研究西方学术体系的有益成分ꎬ 便于以我为主、 去粗存精ꎬ 打造中国特

色的学术研究体系ꎮ 针对海外阿拉伯研究而言ꎬ 英国已有 ４００ 多年的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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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 “促进人才培养综合改革项目———涉华舆情监测与受众研究” 子项目 (３９１００２ / ００６) 的阶段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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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史ꎬ 该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现状与研究范式①值得关注ꎮ 这对于我们深入

而系统地理解处于大动荡、 大分化和大变革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当代阿拉伯

世界ꎬ 进而全面把握阿拉伯区域问题ꎬ 构建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阿拉伯 (中
东) 研究话语体系ꎬ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国内学界对于英国的阿拉伯研究涉猎不多ꎬ 最近 ３０ 多年国内学界没能及

时跟进英国阿拉伯研究的发展现状ꎬ 更没有深入到文化传播研究这样的前沿

领域ꎮ 基于此ꎬ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与实地访学②ꎬ 拟在概览英国当代阿拉伯研

究现状的基础上ꎬ 着重评介其文化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ꎬ 继而探讨这些学术

努力对于中国阿拉伯研究话语建构的几点启示ꎮ

当代英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有哪些特点?

英国阿拉伯研究发轫于对阿拉伯语言的研究ꎬ 早在 １６３２ 年和 １６３４ 年剑

桥、 牛津两所大学就已经设立了阿拉伯语教授职位ꎮ 此后ꎬ 随着英国的海外

贸易和殖民扩张的驱动ꎬ 以及欧洲启蒙运动、 法国大革命和后来的两次世界

大战的影响ꎬ 阿拉伯研究逐渐拓展到阿拉伯社会历史与文化 (特别是风俗习

惯)、 伊斯兰宗教、 阿拉伯文学与翻译等领域ꎬ 其成果形式也从英国学者独著

(例如ꎬ «阿拉伯语语法»、 «阿英词典» 等) 发展到与其他西方国家学者通力

合作 (例如ꎬ «伊斯兰百科全书»、 «剑桥伊斯兰史» 等杰作)ꎮ 英国阿拉伯研

究历经 ４ 个世纪ꎬ 特别是经过近 ５０ 年的快速发展ꎬ 该国已形成广博而精深的

研究体系ꎮ 随着二战后阿拉伯世界民族国家纷纷独立ꎬ 中东学及伊斯兰研究

在英国开始勃兴ꎬ 其研究的焦点从传统的历史学、 语言学研究逐渐过渡到社

会学以及日后分支出来的文化研究领域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大众传媒及新媒体

文化研究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新兴显学ꎬ 一些中东、 伊斯兰研究学者开始尝

试借鉴大众传媒、 新媒体文化的研究方法ꎬ 形成了新的以媒体文化为视角的

跨界伊斯兰研究ꎮ③ 在众多研究机构中ꎬ 牛津大学 (包括东方学系、 中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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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 “范式” 一词ꎬ 主要用来概括英国学者在研究与传播阿拉伯世界文化时所秉持的立

场、 价值观ꎬ 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或叙事方式ꎮ
笔者曾于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学ꎮ 在此期间ꎬ 笔者阅读了

大量英国阿拉伯研究的相关著作和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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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２ －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５５ － １７４



当代英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范式　

以及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 剑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伊斯兰研究中心是最著名的研究重镇ꎮ 纵观它们所代表的阿拉伯研究学术圈ꎬ
当代英国阿拉伯研究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一) 研究视点精细

阿拉伯文化作为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其丰富的内涵引起国际

学者的研究兴趣ꎮ 当代英国阿拉伯文化研究已经深入到阿拉伯社会的各个方

面ꎬ 覆盖了包括人类学、 文化艺术、 建筑学、 考古学、 经济、 历史、 语言、
文学、 哲学、 政治、 国际关系、 宗教与神学等诸多领域ꎮ 牛津大学东方学系

仅有 ２５ 人的伊斯兰世界专题研究小组研究兴趣点就广泛触及从前伊斯兰阿拉

伯半岛到当代中东问题的一系列分支科目ꎮ① 英国的当代阿拉伯文化研究广中

有精ꎬ 某些重要领域经过精雕细琢ꎬ 甚至已经形成专门的学科ꎮ 英国学界对

«古兰经» 的研究就是一个实例ꎮ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伊斯兰研究中心专注于

分析研究阿拉伯语版 «古兰经» 和穆罕默德言行录ꎬ 并将之译成英文ꎬ 创刊

了 «古兰学杂志»ꎬ② 逐渐形成自己的古兰学体系ꎮ 这些当代学者不仅把 «古
兰经» 视为宗教文本ꎬ 而且视为一种文化现象、 历史资源和文学作品ꎬ 尝试

引入了许多新的或者来自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ꎬ 以全新的角度和途径解读

«古兰经»ꎬ 并以 «古兰经» 为纽带ꎬ 研究其背后所包含的社会、 文化现象与

历史隐喻ꎬ 从而达到解码伊斯兰社会与穆斯林文化的目的ꎮ③

(二) 注重实证分析

无论是阿拉伯国家自身政治文化ꎬ 还是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ꎬ 抑或是大

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ꎬ 近年来都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基于这种动态变化ꎬ 英国

当代阿拉伯文化研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密切关注现实ꎬ 特别是本土现实ꎬ
旨在从学术的维度加强整个英国乃至欧洲对伊斯兰文明、 穆斯林文化的讨论ꎬ
促进外部世界同伊斯兰世界的相互理解ꎮ 剑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通过与民

间社会团体以及政府机构的合作ꎬ 尝试建立起学者、 业界、 社区、 第三方机

构以及宗教领袖、 意见领袖④、 政府决策者之间的长期纽带ꎬ 通过促进担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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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牛津大学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ｒｉｎｓｔ ｏｘ ａｃ ｕｋ / ｉｗ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３ꎮ
参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杂志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ａｓ ａｃ ｕｋ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ｊｑｓꎬ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４ꎮ
参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官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ａｓ ａｃ ｕｋ / ａｂｏｕｔ / ２０１５ － ０８ － １４ꎮ
“意见领袖” 一词ꎬ 最早是由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提出ꎬ 是指人群中首先

或较多接触大众传媒信息ꎬ 并将经过自己再加工的信息传播给其他人、 影响他人态度的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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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社会角色的个人与团体之间的互动来促成伊斯兰文化圈与外部世界的和谐

共存ꎮ① 该中心参与并主持了许多备受瞩目的前瞻性研究项目ꎬ 并将其研究成

果免费向公众公开ꎮ 其重要的研讨项目包括: (１)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不列颠背

景下的伊斯兰: 阶段一和阶段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Ｐｈａｓｅ Ｉ ａ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ＩＩ)ꎮ 该项目为英国不同穆斯林社区团体、 穆斯林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搭建

了平台ꎬ 让他们共同讨论 “作为穆斯林生活在当代英国的意义” (ｗｈａｔ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ｏ ｂｅ ａ Ｍｕｓｌｉｍ)ꎮ (２) ２０１２ 年 “在英国皈依伊斯兰教的故事”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ꎮ 该项目除关注男性观点外ꎬ 同时注重女性观点ꎬ
并通过研讨会的形式探讨女性在信仰转变过程中个人生活和社会层面的体验ꎮ
(３) “财政紧缩时代的社会活动”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Ａｕｓｔｅｒｉｔｙ)ꎮ 这些

议题讨论的范围涉及福利制度、 青少年与儿童、 社会与经济发展ꎬ 以及同英

国穆斯林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ꎮ 同样ꎬ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伊斯兰研究中心为

了促进伊斯兰文明、 穆斯林群体和其他文明的理解与互动ꎬ 展开了伊斯兰思

想在欧洲、 亚洲、 非洲等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地区的文化映射的研究ꎮ② 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ꎬ 作为西方学术圈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英国学界ꎬ 能在 “九一

一” 事件后不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普遍仇视与妖魔化伊斯兰世界的国际

大环境下ꎬ 仍坚持秉持上述学术立场ꎬ 实属难得ꎮ
(三) 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

英国当代阿拉伯研究精英云集ꎬ 他们整合跨领域的研究资源ꎬ 搭建了多

领域、 充满活力的学术平台ꎬ 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ꎬ 收获了高水平的研究

成果ꎮ 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得益于现代历史学家阿尔伯

特霍拉尼 (Ａｌｂｅｒｔ Ｈｏｕｒａｎｉ) 和伊丽莎白门罗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Ｍｏｎｒｏｅ) 的重要

贡献ꎬ 更离不开包括经济与社会历史研究学者罗杰欧文 (Ｒｏｇｅｒ Ｏｗｅｎ)、 社

会学研究学者彼得林哈特 (Ｐｅｔｅｒ Ｌｉｅｎｈａｒｄｔ) 在内的一大批学科背景各异的

重要学者为该中心带来的新的思想与活力ꎮ 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为伊斯兰

世界与西方的相互学习、 相互交流提供了一个互动平台ꎮ③ 这种在互动平台上

的多领域合作取得累累硕果ꎮ 根据 ２００８ 年英国政府官方推出的大学科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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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 ＲＡＥ)ꎬ 英国剑桥大学中东和伊斯兰

研究中心、 牛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等学术重镇的诸多成

果在原创性、 重要性和精确性上达到了世界一流或领先水平ꎮ①

除学术圈外ꎬ 大众媒体对阿拉伯世界的受众研究同样值得关注ꎮ 英国广

播公司 (ＢＢＣ) 于 ２００９ 年就英国广播公司阿语频道在观众群体中的影响力情

况展开调查ꎬ② 了解了该公司阿语频道在 ６ 个国家 (伊拉克、 埃及、 黎巴嫩、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和突尼斯) 观众心目中的印象ꎮ③ 显然ꎬ 这种研究是想为

英国的大众传媒更好地进入中东阿拉伯民众的日常生活ꎬ 从而潜移默化地扩

大英国在中东的影响力、 获得更多的支持受众ꎮ

英国学者如何建构阿拉伯形象?

英国的中东学、 伊斯兰文化研究存在两个彼此相通但侧重点不同的研究

传统: 第一个传统侧重于中东在西方世界的文化映射ꎬ 研究伊斯兰文明在西

方世界ꎬ 特别是大众传媒中的映像ꎮ 第二个传统则侧重于伊斯兰文明本身ꎬ
研究阿拉伯社会内在文化现象与表征ꎮ

(一) 西方视角: 阿拉伯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映射

西方视角与欧洲中心论观点密切相关ꎮ 在英国ꎬ 秉持这一研究范式的重

要开创先锋当属东方学派ꎮ 东方学派的学者从批判理论的角度出发ꎬ 阐述了

西方世界是如何将中东和伊斯兰塑造为外来的、 异邦的、 神秘的甚至是可怕

的恐怖主义形象ꎬ 并指出了根植于西方流行文化中西方中心论的成因ꎮ 这类

学者从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世界观、 价值

观的媒体入手ꎬ 探究西方媒体产业究竟如何催化民众异化伊斯兰文明的情绪ꎬ
其关注的角度也因此从以往政治学领域转向媒体文化领域ꎮ

东方学派的集大成者———爱德华赛义德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ａｉｄ) 虽然来自美国ꎬ
但在英国学术界同样是颇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ꎬ 他在东方学领域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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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东学及阿拉伯研究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ꎮ 赛义德认为ꎬ 中东其实是被

欧洲人发明、 代表欧洲中心论的一个概念ꎬ① 也就是说ꎬ 西方学者在中东领域

的研究是通过东方主义的话语建构的ꎮ 这种西方世界观下的中东话语涉及西

方中心论主导的西方统治地位和权力ꎮ
在英国学术圈ꎬ 赛义德的这种观点为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著名

多元文化主义学者斯图尔特霍尔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 所接受ꎮ 霍尔认为ꎬ 西方对

于中东的统治地位和权力不仅表现在具体有形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强制和约束ꎬ
而且这种权力还涉及文化和符号的意义ꎬ 即在西方占有统治性话语权的情形

下ꎬ 通过文化符号的表现主义实践以及编码和解码的方式逐渐建构了中东异

域和边缘的形象ꎮ②

同样是研究阿拉伯文化在西方世界的映射ꎬ 格拉斯哥媒体研究中心学者

则认为: 西方社会对阿拉伯 － 伊斯兰文明的误解不仅是历史的产物ꎬ 更是被

当代大众传媒深化与扩散的结果ꎮ 该中心于 ２００４ 年及 ２０１１ 年发表了系列作

品——— “来自以色列的坏新闻”③ 和 “来自以色列的更多坏新闻”ꎬ④ 持续关

注了英国大众媒体在报道阿以冲突时偏向性的立场ꎬ 以及这种倾向造成的对

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偏见ꎮ 在研究英国媒体所塑造的阿拉伯人

形象时ꎬ 该中心继承并应用了美国学者爱德华赫尔曼 (Ｅｄｗａｒｄ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与诺姆乔姆斯基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的宣传模型理论ꎮ⑤ ２０１０ 年ꎬ 这两位学

者在修正其宣传模型时ꎬ 把 “冷战时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改为 “伊斯兰

恐惧症”ꎬ⑥ 认为媒体在报道与伊斯兰文明相关的新闻时ꎬ 往往会将伊斯兰与

恐怖主义关联起来ꎬ 给读者或者观众造成伊斯兰即恐怖主义的印象ꎮ⑦ 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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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系列案例和数据证明了英国电视媒体在报道巴以冲突过程中对以色列

一方的支持和对巴勒斯坦方面行为的否定倾向ꎬ 并通过受众分析研究了这些

报道对英国电视观众ꎬ 特别是主要依赖于电视媒体的观众ꎬ 感受和理解巴以

冲突的深远影响ꎮ 这些报道往往缺乏对事件及其发生背景的分析ꎬ 在选择信

息来源时倾向于支持以色列一方的信息源ꎬ 并在表述中表现出对以色列方面

的支持和同情ꎮ 比如ꎬ 尽管巴勒斯坦实际上遭受了更惨重的人员损失ꎬ 但是

这些媒体在报道以色列遭受的损失时ꎬ 往往注入更多的同情和人性化的情感ꎮ
巴勒斯坦方面往往被描述为 “恐怖分子” 和 “武装歹徒”ꎬ 其对以色列人的

袭击往往被描述为 “谋杀”、 “残暴” 和 “冷血”ꎻ 相反ꎬ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

人的袭击却没有受到同样的批判ꎮ① 在很大程度上ꎬ 这些报道给英国观众留下

了这样一种印象: “巴以冲突的源头来自于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国家生存的威

胁、 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对其公民人身安全构成威胁”ꎬ 从而加深了伊斯兰文明

的边缘化和西方世界对伊斯兰民族的不信任感ꎮ
我们可以把英国媒体在巴以冲突中的报道取向看作当代英国文化研究领

域对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对阿拉伯 － 伊斯兰文明的扭曲和西方中心论的重要

反思ꎮ 这种反思与赛义德及其他东方学派学者的观点不谋而合ꎬ 形成了当代

中东学、 阿拉伯研究中的一种重要传统ꎬ 在某种程度上ꎬ 可以视作多元文化

主义在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兴起ꎬ 它有助于推动西方世界与阿拉伯 － 伊斯兰文

化圈的理解与交流ꎬ 通过学术研究促进西方与中东的相互宽容ꎮ
(二) 阿拉伯 －西方视角: 研究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本身

与第一种研究范式不同ꎬ 秉持这一研究范式的学者往往将自己沉浸于阿

拉伯 －伊斯兰文明之中 (许多学者本身就成长于伊斯兰社会)ꎬ 通过对中东社

会的直接观察ꎬ 理解中东社会文化本身的意义ꎮ 他们采用全新的研究视角ꎬ
通过深刻理解伊斯兰地区的思想和话语体系ꎬ 同时参考西方学术界成熟的理

论模型ꎬ 深入研究中东阿拉伯社会、 媒体及其人们的日常生活ꎮ 正是这种阿

拉伯与西方双重视角的运用ꎬ 将当代英国阿拉伯研究的学术前沿真正延展到

对阿拉伯社会深处的观察ꎮ 这一流派中较为知名者包括: 塔里克萨布里

(Ｔａｒｉｋ Ｓａｂｒｙ)、 穆罕默德易卜拉辛穆罕默德艾伊什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ｙｉｓｈ) 和马尔万卡拉狄 (Ｍａｒｗａｎ Ｋｒａｉｄｙ) 等一批兴趣相同、 观

３５１

① Ｇｒｅｇ Ｐｈｉｌｏ ＆ Ｍｉｋｅ Ｂｅｒｒｙꎬ Ｂａｄ Ｎｅｗｓ ｆｒｏｍ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ｐｐ １４５ꎬ １７０ － １７３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点迥异的学者ꎮ
研究阿拉伯社会ꎬ 首先需要了解当代阿拉伯学者的思想及他们对其本身

所处社会文化的看法ꎮ 英国学者注意到ꎬ 由于中东在全球的话语权处于相对

弱势ꎬ 西方国家能够从军事、 经济乃至文化层面影响中东社会ꎮ 面对外来文

化霸权主义的威胁ꎬ 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分子立场各异ꎮ① 通过梳理文献材料ꎬ
萨布里总结出中东本土学者的思想体系ꎬ 大致可分为 ４ 个流派: 马克思主

义 －历史主义观点 (Ｍａｒｘｉｓｔ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理性主义 － 结构主义观点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文化萨拉菲主义观点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及反本质主义观点ꎮ② 萨布里认为ꎬ 阿拉伯学者对当代阿拉伯社会

文化的研究ꎬ 本质上可以归结为对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传统与阿拉伯国家现

代化关系的探讨ꎮ③ 例如ꎬ 拉鲁伊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 － 历史主义观点的学

者ꎬ 支持接纳西方式的现代化ꎬ 而否定伊斯兰文化遗产ꎻ 支持文化萨拉菲主

义观点的学者则完全否定任何非伊斯兰元素ꎬ 并期待传统的回归ꎻ 阿尔 － 贾

布里所代表的理性主义流派则承认现代文明与传统遗产并存ꎬ 试图倡导一条

互相理解与沟通的中间路线ꎻ 反本质主义流派则尝试超越伊斯兰文化遗产与

现代文明之间的二元对立ꎬ 通过支持接纳文化差异、 支持文化多元论及对其

他元素的包容ꎬ 完成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调解与和谐ꎮ 萨布里发现ꎬ 有关现代

化与伊斯兰传统遗产之间二元对立的窠臼也许没办法被完全避免ꎬ 然而通过

对这两者同时批判性地接受ꎬ 既要批判地接受当代西方文化对阿拉伯世界的

影响ꎬ 又要批判地继承伊斯兰本身的文化遗产ꎬ 用多元化的思维代替绝对化、
单一化的想法ꎬ 通过创造性的包容代替教条式的排他态度ꎬ 能够帮助人们更

好地理解当代阿拉伯文化的特殊性ꎬ 从哲学层面上建立起当代中东学、 伊斯

兰研究对阿拉伯世界日常生活研究的理论基石ꎮ
除了借助阿拉伯学者的学术思想了解在文化霸权主义冲击下的阿拉伯世

界ꎬ 英国学者的学术实践直指其文化传播的深处ꎮ 在研究阿拉伯媒体、 文化

与社会时ꎬ 萨布里基于文化研究学派的 “文化” 和 “社会” 的概念ꎬ 提出了

４５１

①

②

③

Ｔａｒｉｋ Ｓａｂｒ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Ｏｎ Ｍｅｄｉａ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ꎬ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３３

Ｔａｒｉｋ Ｓａｂｒｙꎬ “Ａｒａｂ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
Ｔａｒｉｋ Ｓａｂｒｙ ｅｄ ꎬ Ａｒａｂ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ꎬ Ｉ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５ － ９

Ｔａｒｉｋ Ｓａｂｒｙ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Ｏｎ Ｍｅｄｉａ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ꎬ ｐ ４１



当代英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范式　

“文化”、 “社会” 与 “存在” 的三维视觉ꎬ 从而将对阿拉伯社会的观察从宏

观的视角拉向了更加微观而深入的日常生活的层面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近年来ꎬ 愈来愈多的中东学、 阿拉伯研究的学者将目光

转向与电视连续剧、 娱乐节目、 音乐频道以及斋月节目等同日常生活中的流

行文化相关的课题ꎮ 其中ꎬ 马尔万卡拉狄的著述 « “真人秀” 与阿拉伯政

治: 公共生活中的联系» 特别值得关注ꎮ① 通过大范围的深入研究ꎬ 卡拉狄展

现了西方的 “真人秀” 节目在巴林、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黎巴嫩、 叙利亚

和约旦等国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影响力ꎮ② 一般说来ꎬ 在阿拉伯世界传统

上只有成年男子能够在家庭之外自由地享受公共生活ꎬ 然而通过 “真人秀”
电视节目ꎬ 女性和年轻人等群体得以在观看节目中采用投票方式决定晋级的

选手ꎬ 这表明: 在这种可以主动参与、 交互式的电视节目中ꎬ 女性或年轻人

接触到了原始的民主活动的实践ꎮ 而且ꎬ 当男性和女性共同出现在 “真人秀”
节目里时ꎬ 立刻能够引起伊斯兰社会对性别隔离的讨论ꎮ 由此ꎬ 英国学者认

为ꎬ 从现代流行文化与伊斯兰传统的互动来看ꎬ “真人秀” 节目在中东民众

(尤其是女性与年轻人) 的日常生活中唤起对现代文明意义的讨论ꎮ 通过长期

积累ꎬ 这种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导致阿拉伯世界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的

改变ꎬ 而活跃于现代中东民众日常生活中以 “真人秀” 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与

流行文化将成为引起伊斯兰世界公共领域动态变化的重要因素ꎮ③ 正是通过聚

焦中东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该地区的社会、 政治、 文化信仰因素ꎬ 这一领域的

英国研究学者摆脱了传统文化研究过分关注文化实践的思维定式ꎬ 他们的研

究模式为学术界注入了一股重新解读中东民众日常生活的新风ꎮ 他们重新审

视了以往被中东学研究边缘化的大众传媒领域ꎬ 尝试梳理阿拉伯世界的社会、
政治和宗教三方面的交流在传媒领域流行文化中的发生机制ꎬ 从而使流行文

化进入了英国阿拉伯文化研究主流学术界的视野ꎮ
实际上ꎬ 学者们对于阿拉伯公共领域的研究远不止于流行文化这个侧面ꎮ

马克林奇 (Ｍａｒｃ Ｌｙｎｃｈ) 基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的公共领域

的概念ꎬ 提出了一个新观点: 阿拉伯媒体产业的蓬勃发展导致了一个全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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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公共领域的出现ꎮ① 新兴的政治上独立的跨国媒体与阿拉伯地区传统的

政府宣传媒体形成二元对立ꎬ 为该地区形成包容性辩论与反对声音并存的、
双向的理性传播环境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艾伊什则将阿拉伯 － 伊斯兰文化的特

点揉进林奇的阿拉伯公共领域观点ꎬ 在关注包含伊斯兰传统基因的道德、 文

化与政治特质的前提下ꎬ 重新解读与政治传播相关的阿拉伯媒体现象ꎮ② 艾伊

什开创了伊斯兰公共领域理论ꎬ 通过肯定阿拉伯与伊斯兰传统的起源和复杂

性ꎬ 批评学界过分强调西方视角定位的失当ꎮ③ 与伊斯兰公共领域相对应ꎬ 艾

伊什定义了伊斯兰式的民主ꎬ 他认为ꎬ 阿拉伯世界公共领域的目标和任务在

于建立尊重伊斯兰传统文明的现代伊斯兰民主ꎮ④

综上所述ꎬ 秉持第二种研究范式的英国阿拉伯文化研究学者将关注的重

心从西方转移到阿拉伯世界本身ꎬ 目的是尽量减少西方意识形态的干扰ꎬ 更

好地理解阿拉伯社会的历史传统与当代文化的纵横交织ꎮ 这些前沿性的研究

批判性地利用了西方最新的文化理论ꎬ 同时又有助于受众通过他们的著述更

深刻地理解中东社会ꎮ

英国阿拉伯文化研究的独特价值何在?

由于英国与其在中东地区的殖民历史和当今移民潮等诸多地缘、 政治和

经济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 对该地区后殖民时代的影响力依旧巨大ꎮ 这

种影响力不仅来源于历史ꎬ 也来源于当今英国学术界以及媒体界对阿拉伯世

界孜孜以求的研究探索ꎮ 随着近年来传媒科技突飞猛进地发展ꎬ 西方利用强

势传媒掌控了国际传播格局ꎬ 文化的力量越来越表现为传播的力量ꎬ 或者不

同文化之间传播力量的较量ꎮ 而文化传播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内容质

量决定的ꎮ 从文化的维度研究阿拉伯世界ꎬ 英国当代学者在基础性和应用型

研究方面的做法值得国际学界关注ꎬ 对于中国阿拉伯研究话语体系的构建也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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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特点看ꎬ 英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密切关注英国的社会现实ꎬ 并通

过研究过程本身去尝试解决英国本地社会问题ꎮ 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清醒的

“现实意识” 理解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在重大社会矛盾酿成之前ꎬ 前瞻性地

关注社会文化传播的潜流ꎬ 这能够起到探索跟踪、 预警或化解社会矛盾乃至

社会冲突的作用ꎮ 上述由剑桥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牵头主持的一系列应用型

研究项目ꎬ 将伊斯兰群体置入英国社会背景中来考察ꎬ 多方协力ꎬ 共同搭建

英国穆斯林与其他文化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ꎬ 帮助英国的穆斯林顺利融入主

流社会ꎬ 进而有助于建立英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互信关系ꎮ 这些经验很值

得我们借鉴ꎮ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ꎬ 穆斯林人口超过 ２ ０００ 万ꎮ 由于一系列历史

与现实原因ꎬ 在中国部分穆斯林相对集中居住的地区ꎬ 穆斯林与汉族也存在

一定的民族隔阂情况ꎬ 而且中国周边地区 (如东南亚、 南亚、 西亚、 中亚等)
有大量的穆斯林人口ꎬ 其中一部分人移民或短期居住在中国境内 (如广州和

义乌都有数量不菲的阿拉伯人)ꎬ 需处理好族际关系ꎮ 因此ꎬ 我们可在文学、
语言、 文化比较与典籍考证等传统研究领域之外ꎬ 借鉴英国学者研究选题的

现实性ꎬ 深入研究中国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周边国家乃至阿拉伯国家的穆斯

林之间的社会交流与文化传播中的现实问题ꎬ 密切关注其传播暗流ꎬ 积极搭

建有益于社会和谐、 睦邻友好关系的文化交流平台ꎮ
从研究范式看ꎬ 英国阿拉伯文化研究学者关注中东在西方世界的文化映

射ꎬ 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和反思ꎬ 强调西方世界需要用一种去西方中心

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解决一直存在的异化、 排斥、 边缘化阿拉伯 － 伊斯兰文明

的问题ꎬ 这标志着西方学界对西方社会和大众传媒的反思ꎬ 也彰显了英国阿

拉伯研究中的学术良知和人文理念ꎮ 正如朱威烈教授所说ꎬ “研究工作以怎样

的人文理念为指导ꎬ 关系到研究话语体系的特色ꎬ 更直接涉及学科建设中的

思维方法问题”ꎮ① 英国学者的这些理念以及前文提到的旨在促进外部世界和

伊斯兰世界相互理解的意愿ꎬ 与中国阿拉伯研究倡导打破西方霸权话语体系、
建立求同存异、 交融互补、 增进理解与尊重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努力是相

契合的ꎮ 而阿拉伯 －西方研究范式则在兼顾阿拉伯和西方视角的维度下关注

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本身ꎬ 更值得中国学界关注ꎮ 在英国当代学者看来ꎬ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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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传统的中东学ꎬ 特别是其中聚焦于阿拉伯文化的研究ꎬ 并没有将解读伊斯

兰文化建立在足够合适的理论基础之上ꎻ① 过去在这方面的著述通常缺乏对中

东本土思想的了解和分析ꎬ 在实际案例研究中ꎬ 往往不假思索地直接采用那

些在西方社会、 政治和科技背景下形成的理论ꎻ② 西方视角的概念模型ꎬ 由于

萌发于阿拉伯地区之外的土壤ꎬ 通常无法充分阐释中东地区文化现象的复杂

性ꎬ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难以捕捉到阿拉伯世界媒体和传播活动真正的范式特

征ꎮ③ 当代英国学者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ꎬ 除了将根植于中东知识界的理论与

思想不断介绍到西方ꎬ 他们还在研究中东文化本身的过程中充分考虑阿拉伯

世界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 经济文化背景与社会形态ꎬ 这对中国阿拉伯研究

也有很大的启发ꎮ 诚然ꎬ 中国人民在历史上与中东人民文化交往密切并结有

深厚的传统友谊ꎬ 从中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话语体系ꎬ 但我们在建构与

完善中国特色的阿拉伯 － 伊斯兰研究体系的时候ꎬ 中国、 西方和阿拉伯视角

都应当纳入考虑的范围ꎮ 这不仅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学者合理观点的需要ꎬ
也是正确解读当下西方流行的反阿拉伯和反伊斯兰的偏见ꎬ 减少 “阿拉伯 －
伊斯兰问题被普遍误读” 的现象ꎬ④ 并为发出多元声音做必要的理论储备ꎮ

从研究重心上看ꎬ 英国的阿拉伯文化研究重心开始下移ꎬ 抛弃了以往文

化精英主义的立场ꎬ 开始关注当下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大众媒介与更鲜活的阿

拉伯社会流行文化ꎮ 研究阿拉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英国著名学者萨布

里ꎬ 提出深度观察与理解当代阿拉伯世界的研究框架———社会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文化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和存在 (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ꎮ 在他看来ꎬ 西方文化研究的主

导范式将世界阐释为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ꎬ 但如果想抓住文化经验的整体ꎬ
阿拉伯文化研究需要包含作为生活现实的 “存在”ꎮ “存在” 这一维度的确立

至关重要ꎬ 可以说它使文化研究透过社会与文化的宏观棱镜观察到微观层面ꎬ
即 “阿拉伯人正在为他们自己构筑当代文化” 动态ꎮ⑤ 事实上ꎬ 当下中东社

会正处在传统与现代、 本土与外来 ４ 种力量的博弈与蜕变当中ꎮ 一方面ꎬ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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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社会在短短数十年中经历了几个世纪都没有出现的重大的基础性的社会

变革ꎬ 从传统的部落、 游牧社会转变为现代的城市化社会ꎬ 且被撕扯在伊斯

兰古老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中ꎻ 另一方面ꎬ 阿拉伯国家又在全球资本主

义霸权对本土的文化渗透与侵蚀中饱尝文化危机的苦痛ꎮ 加之ꎬ “九一一”
事件之后国际风云变幻ꎬ “文明冲突论” 盛行ꎬ 而文化交流与传播空前频繁的

全球化时代更加剧了阿拉伯世界被边缘化的趋势ꎮ
考察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ꎬ 首先我们需要架构观察视角ꎮ 如果我们

将萨布里等学者的观点纵深延展ꎬ 结合当今阿拉伯社会的现实并把它置于全

球化的背景中ꎬ 以文化传播为视角ꎬ 我们就可以粗略地勾勒出阐释阿拉伯世

界的 “现在时” 的简单框架ꎮ 图 １ 左边的三角形代表的是从社会、 文化到存

在的纵深视角ꎬ 它开启了对一向被忽视的日常生活、 流行文化与媒体、 公共

领域、 受众等一系列重要议题的深入思考ꎬ 并因此使得揭开霸权主义文化渗

透的动态机制 (到底在何时、 何地、 如何发生) 成为可能ꎮ 上文中马尔万卡

拉狄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ꎬ 它揭示了西方模式的 “真人秀” 电视节目如何

培育了当代阿拉伯人日常生活中的伊斯兰公共领域ꎮ 右边的三角形和十字所

代表的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从文化传播的维度考察阿拉伯世界的阐释框架ꎮ
它提醒我们: 在深入到日常生活这个层面研究当下阿拉伯世界的任何现实问

题时ꎬ 不能忽略外来与本土、 传统与现代 ４ 种力量的综合影响ꎮ 这个框架或

许可以激发中国学者对于阿拉伯世界包括民众日常生活、 新媒体与受众以及

伊斯兰世界变革中的世俗化问题等诸多重要课题的新思考ꎮ 其中ꎬ 我们目前

最需要的正是深度解读阿拉伯文化的这种 “现在时”ꎬ 例如研究阿拉伯流行文

化的样态ꎬ 而不能仅仅关注其沉睡于历史中的辉煌ꎮ

图 １　 当代阿拉伯社会文化维度的阐释框架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萨布里的文字表述以及笔者的延伸思考绘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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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ꎬ 在我们考察英国阿拉伯文化研究的变化与特色时ꎬ 引起我们深思

的不仅是我们是否应该采纳中国、 西方和中东阿拉伯世界三重视角下的综合研究

法去关注全球化背景下阿拉伯世界的 “现在时” 并深入挖掘其现实问题ꎬ 从而更

好地服务于中国学者解读阿拉伯世界的现实诉求ꎬ 而且更重要的是ꎬ 我们剖析英

国当代阿拉伯文化研究ꎬ 是为了切实把握西方学术实践的脉络走向ꎬ “看透彻” 西

方视角的多样性 (西方也并非铁板一块)ꎬ 触发我们自己对于阿拉伯文化研究的深

入思考ꎮ 在此基础上ꎬ 我们需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的丰富与

完善ꎮ 换言之ꎬ 我们的学术立场应该是中国特色的ꎻ 学术视野应该是国际化的ꎻ
我们的研究话语体系应该立足中国、 海纳百川、 融通中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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