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 -

《档案学研究》 2021年第 3 期

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理论及其档案学思想

王玉珏 1,2  许佳欣 1,3

（1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2  武汉大学法国研究中心  武汉  430072；3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国家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  武汉  430072）

摘  要  记忆研究是 21 世纪人文社科领域学者探索的重要议题，同时以其独特的时空属性、文化张力和社会关怀为档案学

界所关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 moires）探索了记忆

与历史的关系，提出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理论，其中蕴含着丰富而多元的档案学思想。本文从物质、象征、功能三

个维度分析了“记忆之场”理论中的档案学思想，为重新思考现代档案工作在国民意识形成中的价值，充分发挥档案馆的

纪念空间及认同功能，深入理解档案工作者的时代责任及其与历史学家的职责关系等方面带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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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emory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topic explored by  scholars  in  the  f ield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At the same time, its unique space-time attribute, cultural tension and social concern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rchival scholars. French historian Pierre Nora's multi-volume book les lieux de 

mémoires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and proposes a symbolic theory of "Realm of 

Memory", which contains rich and diverse archival  thoughts. Based on the debate of "History-Memory",  this 

paper  leads  to Nora's "Realm of Memory" theory, and analyzes  its archival  thought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material, symbol and function, so as to rethink the value of modern archival work in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give full play to the memorial space and identification function of archives, and deeply understand 

the era responsibility of archivis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his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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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之所以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

已然不复存在了。”[1]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是法国著名的历史

学家、法兰西学术院（Acad mie fran aise）院士，他在

推动法国新史学的崛起，乃至人文科学发展至黄金

时期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2]。20世

纪80至90年代（1984—1992），诺拉通过主编《记忆

之场》（les lieux de m moires）[3]，深入探寻承载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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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法国国民意识的“场所”，将世界范围内记忆史的

研究推向高潮。

《记忆之场》全集由三部组成：第一部《共和

国》（La R publique），围绕记忆之场的象征意义探

讨了纷繁复杂的“场所”问题：从切实的空间地点

（如市政厅、万神殿）到法兰西的民族遗产，从具体

的历史事件（如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维克多·雨果

的葬礼）到抽象的文化概念等；第二部《民族》（La 

Nation），围绕遗产、历史叙述、风景、领土、国家、文

化遗产等主题展开，强调记忆场所的连接性；第三

部《复数的法兰西》（Les France），整理了书写法国

历史时不可或缺的主题（如旧制度与大革命、普鲁斯

特、埃菲尔铁塔、马赛曲、圣女贞德等），兼具翔实的

理论关照和生动的案例诠释。

《记忆之场》出版后不久就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

论。就国际档案学界而言，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等历史学家在《自由》（Lib ration）杂志中对

围绕“档案工作者”（archiviste）和记忆之场的关系

进行探讨：“档案工作者不仅仅是过去的守护祭司

（vestale），更应教会同胞如何回忆。”[4]此前，法尔

热还在其《档案的魅力》[5]（Le go t de  l'archive）一

书中探讨了历史学家与档案、档案学家的关系。奥

迪尔·克拉克罗维奇（Odile Krakovitch）在《“记忆

之场”视野下的档案：从历史到记忆的必经之路》[6]

中，从档案学及档案工作的角度对“记忆之场”的概

念进行理解。伴随着国内对档案记忆观研究的不断

深化，“记忆之场”理论也引发了国内档案学者的关

注。丁华东等基于“记忆之场”理论，建立其与档案

记忆观的联系，并探讨“记忆之场”对档案工作的

影响和积极作用[7][8]；周林兴等从记忆之场的角度出

发，思考了档案部门参与村落记忆场保护的价值与

策略[9]。

诺拉在《记忆之场》中并未明确“记忆之场”的

具体概念，其详细定义首见于《罗贝尔法语大辞典》：

“任何具有物质或思想意义的集合，其可以体现人

类的意志或时间的工作，是社群记忆遗产的象征元

素。”[10]由此可见，“记忆之场”这一“生造之词”，

既可意指切实存在的、具有记忆内涵的实体场所，

如建筑、纪念碑以及图书馆、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同

时，亦可指代抽象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概念，诸如纪

念仪式、箴言或事件。

档案馆与图书馆、博物馆等记忆机构（memory 

institution）[11]作为社会、民族记忆的存储地，被认为

是能够彰显社会和民族特性的存在。通过研究这些

“场所”，发掘其内在的象征性、民族性和文化性

等特质，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档案馆等记忆机构作为

“记忆之场”的重要功能。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档案

学角度，以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历史—记忆”之辩为

出发点，梳理诺拉在记忆史及“记忆之场”的研究中

产生的档案思想与理论。同时，融合诺拉对政治史

与文化史的叙述，本文旨在关注档案和档案馆作为

“记忆之场”，在维持个体和集体身份的象征、叙事

和认同中的价值与作用。

1 从“历史—记忆”之辩到诺拉的“记
忆之场”

诺拉在继承发展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

上，重新审视并思考记忆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延伸发

展了集体记忆的“时空”载体并将其“场所化”，总

结提炼出“记忆之场”理论，为历史研究方法的发展

与革新注入蓬勃生命力。

1.1  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长久以来，记忆与历史常被“混为一谈”。20世

纪初，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总结

提炼出集体记忆理论，认为集体记忆不断被当下的

社会背景所重塑，而后该理论被重新认识并应用

于史学研究中。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雅克·勒高夫

（Jacques Le Goff）为代表的史学家倡导将“记忆”

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推动法国“新史学”的概念

提出，《制作历史》（Faire de l’histoire）、《新史学》

（Nouvelle histoire）等著作出版，并促使“记忆史研

究”汇流成蕴含蓬勃生机的学术思潮。[12]

诺拉深受集体记忆理论的影响，认可哈布瓦赫

将记忆与历史对举的观点，认为“记忆”与“历史”浑

然一体、密不可分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如今被我们

称之为记忆的东西，不再是记忆，而是历史；之所以

有那么多人热衷于谈论记忆，是因为记忆已然不复

存在了。”[13]基于“记忆—历史”之辩，诺拉关注到集

体记忆在塑造国民意识中的价值，提倡将集体记忆

引入新史学研究视野，从而革新了理解、分析历史

的路径方式。[14]他在吸收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

基础上，在时间、空间维度拓宽延伸了集体记忆之载

体，并进一步将其表述为“场所”，建构起“记忆之

场”丰富而宏大的理论体系。《记忆之场》是有关法

国民族记忆研究的丰硕成果，建立起一种“连接社

会”的民族认同和历史叙事方式，构成了新时期法国

历史研究的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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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记忆之场”对集体记忆的继承与发展

诺拉对于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继承性，

主要体现在对集体记忆概念的运用和对记忆与历

史关系的思考。首先，是对哈布瓦赫“集体记忆”

概念的肯定。1978年，诺拉提出集体记忆是“具

有身份认同的群体对过去的、有意或无意的、被

赋予特殊性经历的回忆及其总和，其群体认同由

这些对过往的情感整合而成”，并将其作为《新史

学》中“集体记忆”概念的定义。他认为，灵活运

用集体记忆的概念和分析路径，能够为史学研究

注入鲜活生机，并“成为致力于与时代同行的历史

学的先锋”[15]。其次，坚持将“历史”与“记忆”对

立起来看待。诺拉把记忆视作当下的、具体的、鲜

活的、情感的现象。然而，我们今天谈论的记忆，

都不再具有这些特性：并非是真正的“记忆”，而

更应称之为“历史”。历史终将远去，记忆亦会终

结，“记忆之场”成为记忆残留物的场域，无论是

实体的纪念碑、建筑物与档案馆，还是象征性的

庆典仪式、旗帜与事件，均成为承载记忆和叙事

的历史媒介，是人们从历史中探寻记忆与情感的

切入点。

在继承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诺拉一方面完

善发展了哈布瓦赫的定义，指出集体记忆的载体对

构建国民意识、形塑身份认同具有重要价值。对于

记忆的保存和传承，其载体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中

介者”，能够为当下的需求提供广阔资源，在支撑

叙事话语、维系身份认同时，特殊的意义将被赋予

其上。另一方面，诺拉更进一步地将“集体记忆的

载体”总结提炼为“记忆之场”理论。所谓“记忆之

场”，是承载集体记忆的场所，不同社会群体将安

放记忆之所。“记忆之场”的外在形式丰富多样，并

不局限于占据实体空间的机构、地标，也可以是蕴

含象征意义的典礼、节日，亦包括具有教育功能的

教科书等。

记忆之场理论将宏观的国家、民族和地域认

同与微观、鲜活的历史研究内容结合起来，摒弃了

传统史学研究中“历时性”的僵化和“年鉴学派”中

“共时性”的细琐，主张在“文化—社会史”语境中

回溯历史，重构法国史学研究的“新历史主义”框

架。[16]诺拉的理论引发历史发展变化中人们对集体

记忆的思考：当事件远去，我们将如何记忆或遗忘

这段故事？相同场域下，不同群体的记忆为何会产

生偏差？“记忆之场”中，集体记忆又将怎样被叙

述、传承与发展？[17]

1.3  “记忆之场”理论的研究与影响

国外对于诺拉的研究和评述可追溯至20世

纪80年代，其中既包括有赞美的声音，认为其“用

后现代的方法，把过去的记忆缩减为图像的历

史”[18]，也不乏否定之语，针锋相对地提出“记忆的

剧场”（theatre  of memory）概念，强调记忆具有艺

术与自由的维度[19]。学术界对诺拉“记忆之场”理

论的认识历程，整体上可划分为“赞赏—怀疑—重

新认识”三个阶段。尽管部分学者认为，“记忆之

场”理论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普遍对其“运用

象征和文化叙述来塑造民族记忆内涵”的研究方

式较为赞赏。

相较于国外从政治、文化、历史等多视角对诺

拉进行研究，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多集中从世界史

的角度出发。沈坚在《法国史学的新发展》中，对

诺拉的著作《记忆之场》及其思想进行了梳理和

介绍。[20]黄艳红在《“记忆之场”与皮埃尔·诺拉

的法国史书写》中，探讨了“第二层次历史”的研

究路径以及“当下主义”的时间观。相较于过去本

身，第二层次的历史强调的是当下对过去的操控和

利用，关注记忆与纪念场所唤起的过去在当下的意

义。[21]2015年，黄艳红等人翻译出版了《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中文译本[22]，收录了

法文原著的11篇论文，包含“记忆与历史”“记忆与

象征”“记忆与叙事”三大主题。此外，台湾学者戴

丽娟也曾翻译过本书的台版中译本，命名为《记忆

所系之处》。[23]

2 诺拉“记忆之场”理论中的档案学
思想

20世纪60年代，诺拉逐渐认识到档案在社会记

忆构建中的积极作用。通过向历史学家建议出版档

案材料，他意图使用档案文件替代历史叙事，创建并

推广包括《档案》（Archives）在内的系列丛书的出版

工作。[24]《档案》坚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史料中的

知识传播给公众，为法国国民提供“直接接触”档案

史料的绝佳机会。同时，部分档案史料得到了崭新呈

现与解读，被挖掘出不同于以往历史研究的新主题。

《档案》有力展示了档案史料的弥足珍贵，积极建立

起与公众的亲密关系。

此外，在创办《辩论》（D bat）杂志的过程中，

诺拉及时关注到“文化遗产”并把“国家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传承”纳入探讨的话题范围，将专栏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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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考古学、档案：遗产政治”。此举有力强

化了博物馆等记忆机构的社会功能，倡导了“不再

是推动大众接触文化遗产，而是通过遗产对大众开

展教育”的新风尚。1991年起，诺拉担任世界上最早

的档案学院—法国档案学院（ cole nationale des 

chartes）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为其接触并了解档案工

作、思考档案在历史与记忆中的价值与功能提供充

分条件。2004年，他参与为法国档案学院“19世纪欧

洲的档案与国家”研讨会及论文集作序[25]。较之其

他历史学家更活跃的档案学术活动参与度，赋予诺

拉从兼具“历史研究”和“档案工作”双向视角下开

展学术思考的有利契机，这也是促使“记忆之场”理

论中蕴含大量档案思想的重要缘由之一。

在《记忆之场》的第一卷的序言“记忆与历

史之间：场所问题”（Entre M moire et Histoire: La 

problématique des  lieux）中，诺拉明确分析“记忆之

场”包含物质、象征、功能三个维度：其一，“记忆之

场”是切实存在的；其二，它是具有象征和指涉意味

的；其三，它具有形塑、传承记忆之功效；彼此之间

有机互补、不可分离。据此，下文拟从物质、象征、功

能三个维度出发，对“记忆之场”理论中的档案思想

进行梳理与阐述。

2.1  物质维度：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就物质维度而言，档案并非与社会脱节的数据

存放地。作为“规定能说什么”的法则，档案受社会

压力（social pressure）的影响，对人类的思想和交流

进行限制；从一个文化的、惰性的记忆，被重新解释

为制定文化言说程序的行为。

诺拉在进行历史与记忆反思之时，首先选取了

“档案”作为19世纪民族史的科学基础。照片、日

记、奖章等个人档案皆为“记忆之场”，不仅记录了

个体成长中留存之痕迹，亦是寻唤过往回忆、构建

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在历史的语境中，教科书、

档案、纪念仪式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对象，是作为

“记忆之场”的历史残留物，具有承载、形塑和传

承记忆的职能。在事件终结远去之际，同过往产生

联结与羁绊的情感，与记忆一同被安置于“记忆之

场”中。

传统史学主张基于档案文献进行民族国家政

治史的研究。诺拉在对拉维斯《法国史》的分析中，

曾一针见血指出“档案是国家权力的产物”。“将

档案的‘普遍真理性’和民族的‘特殊真理性’融

合，使之呈现出‘历史约等于档案’的倾向。”然而

档案究其本源，是国家权力产物和集中体现，“在

权力的驱动下，藉由档案，历史早已被规划好—

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方方面面”[26]。此

外，诺拉还在后期对《记忆之场》的解释中指出，档

案因缺乏“判断所需的距离感（recul）以及客观性

（objectivit ）”[27]，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当代史的研

究。档案的这种不足与缺憾，即仅基于“官方叙事”

档案开展的历史研究，使之最终只能成为“国家权

力集中”的体现。

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动下，宏大叙事的解体催生

历史学的碎片化倾向，史学研究呈现出“记忆的转

向”（turn  to memory）[28]。诺拉用“记忆的原子化”

来描述这一转变：当集体记忆逐渐由个体记忆所联

结，这种“原子化”的记忆使记忆之责任分担给每个

个体。这种“关乎记住的法则”是强制性的：对个人

来说，档案所提供的根源和归属，成为身份认同、真

实确证及背景信息的来源。集体记忆的经验越少，

个体承担的记忆需求就越大……究其结果，整个社

会都将参与到档案生产的运作之中。艾瑞克·凯特拉

（Eric Ketelaar）在此基础上，提出数字时代连接个

人与档案馆的构想：档案馆将被重新设计为一个公

共领域，在这里，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和故事将被体

验、交流和传播。[29]

2.2  象征维度：作为“记忆之场”的档案馆

“象征”“符号”“断裂”“民族”等词汇是理解

“记忆之场”的关键词，“记忆之场”存在于过去，

更立足于现在，同时也会传达到未来，是人为放大

的历史节点。[30]1992年，诺拉出版《记忆之场》第三

部《复数的法兰西》，其中第三卷“从档案到象征”

（De l’archive   l’embl me）中提及：“除了个别著名

学者外，历史或者档案的构建从未真正实现”。

在这一研究目标的指导下，诺拉通过将“档案

馆”等记忆机构看作“记忆之场”，不断深化其象征

意义，从而挖掘其在社会发展认同构建中的积极作

用。如诺拉所言，过去作为民族象征的符号，完成了

从“民族性”到“遗产性”的过渡。因此，他试图构建

一种“民族情感”的研究，着重分析凝结着民族集

体记忆的场所（lieux），以及它们的象征意义。[31]此

后在对“国家遗产”的论述中，诺拉认为，是否具有

“历史意义”是决定档案能否成为遗产的重要因素。

而这种“历史意义”又将如何界定、由谁界定？这为

档案工作者、历史学家都带来一定思考空间。尤其

是对私人档案而言，哪些标准可以判定其为不可忽

视、值得保存的“历史资源”或“记忆资源”，这是一

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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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功能维度：“记忆”与“历史”之间的档案与档

案馆

在《记忆之场》第一部《共和国》中，诺拉探讨

了记忆与历史的关系，并得出结论“我们的国家记忆

正在快速消失”。因此，盘点兼具“历史”和“记忆”

双重性的“记忆之场”，及其之间的复杂关系，是十

分重要的。

自始至终，诺拉就把“国家档案馆”和“历史

纪念碑”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在“从档案到象

征”这一卷中，克尔泽斯多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分析了档案的双重属性（double nature）：

“文献属性”和“纪念碑属性”。为了便于理解，

波米扬将其划分为“档案—文献”“档案—纪念

碑”“档案—历史之场”以及“档案—记忆之场”

四种不同形式。在波米扬的叙述中，当对可视或可

观察到的（visible）事实进行解释时，档案是“文

献”；当对不可视的（invisible）事物具有解释价值

时，档案则是“纪念碑”。

诺拉提及，记忆被归入历史，“它同时成为档案

学（archivistique）”。不可否认，记忆越来越需要证

据、遗迹以及影像。“人们对于档案的痴迷，源于对过

去消逝的恐惧以及对未来的执着”，“一种矛盾性在

不断滋生：一方面，历史学家失去了对档案的崇拜心

态；另一方面，其又面临着档案数量的不断增加。”[32]

记忆不仅离不开档案，同时也由档案所形塑着，从而

构建流动的“记忆之场”。在离开事件发生的此时此

地时，藉由文字、声音、图像等媒介，事件重新被组

织、还原与再现。“再现”的事件与历史之“真实”之

间，永远横亘着不可逾越的距离。“过去”在穿越时

空的过程中，致使每一个“当下”的象征意义，与其

在历史现场的原本含义渐行渐远；意义被不断增添

或削弱，记忆也被不断修正与重塑。而被形塑的记忆

本身，又构成了“记忆之场”的一部分。

3 “记忆之场”理论对现代档案工作
的启示

沈坚在研究法国记忆史的构建时，曾将“寻求

痕迹”归纳为其特点之一。相较于以往刨根究底式探

寻事件真相的研究法，历史学家更倾向于考察集体

记忆对时间的利用、操纵甚至篡改。这种关注点的

移位和转型，体现在诺拉《记忆之场》的研究正在从

“对真相孜孜不倦的追逐”，向“过去的表征在当下

的意义以及当下对过去的操纵”转移[33]。

围绕“物质性”“象征性”“功能性”来认知档

案工作，一方面有利于重新塑造档案馆及档案工作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价值；另一方面，有利于探

寻档案在“物质性”的文献价值之外的“象征性”和

“功能性”，挖掘档案及档案馆在集体记忆形成、社

会认同构建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实践中保护、开

发、活化档案及档案馆作为记忆之场的价值。

3.1  作为“记忆之场”的档案馆转型

“记忆之场”理论的提出与创新，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得到检验。近年来，围绕“记忆之场”理论开

展的应用研究蓬勃发展。对于已经存在的“记忆之

场”，学者们主张挖掘其活化保护的方式和策略，如

避免城镇化进程造成乡村记忆的流失，传统文化、

集体记忆的淡忘等。特别是在大数据环境下，如何构

建并有效融合“实体”和“虚拟”记忆之场的不同功

能，充分发挥其在维护集体记忆、树立民族认同等

方面的作用，也逐渐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范畴。

弗朗索瓦·阿尔托格（Fran ois Hartog）认为，历

史始于记忆中断之处，即始于档案文献[34]。通过档

案可以重建真实发生的过去，其作用途径是利用档

案文献对过去的各种再现，“影响力度取决于再现的

传播域”[35]。对普通人来说，所接触到的流行文本、

图像、音视频，即便是一种对过去的“扭曲和幻觉”，

也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信息；对档案工作者而言，则应

尽可能地提供馆藏档案的获取和利用。然而，在多

元社会及后现代研究的背景下，公众及研究者对档

案馆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对馆藏记录的信任度逐渐

下降。例如，法国大革命时被定性为反共和的“旺代

叛乱”，在人们依靠口耳相传和纪念仪式传承的内战

记忆中，为历史的叙述与解读带来一定模糊领域。人

们对档案馆官方记录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批判其只

反映了胜利者一派的主张和观点[36]。

面对档案馆的神圣权威性下降这一困境，“记

忆之场”理论指导下的档案馆服务应积极从构建集

体记忆的角度出发。一方面，要广泛征集多元化社会

中不同群体、不同民族的记忆资源；另一方面，记忆

资源的开发利用应积极顺应数字技术的进步趋势，

采用多元化形式对记忆资源进行挖掘、开发和展示，

以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审美体验。例如，2020年新

冠疫情期间，江苏省、上海市、天津市等档案馆及时

发布《关于面向社会各界征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档案资料的公告》[37]，呼吁社会各界、各团体

及有关个人注重保存、收集并向档案馆提供能够体

现个人或集体记忆的记忆资源，并重点强调了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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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战疫”主题的文字、

组图、网页、音视频等档案资料。这一举动体现了档

案馆顺应时代发展变革，积极将网络媒介的记忆资

源纳入档案收集范围，丰富的记忆资源能够构成有

益互补，以展现更为真实的、多元的、属于时代和人

民的集体记忆。[38]

阿莱达·阿斯曼曾在《记忆中的历史》一书提

出，档案馆与博物馆是重要的历史展演空间。在数

字时代背景下，展品的数字化呈现方式致使其物质

实体与象征意义剥离开，而档案馆、博物馆是对抗

“共时性”侵入“历时性”最有力的武器[39]。同时，

图书馆亦为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从图书馆保存记

忆的内容、时间结构、媒体、形式特点、目的功能

等角度，可以看出图书馆活动与文化记忆具有极高

的相似性，图书馆为记忆和历史的展演提供了重要

空间和形式。[40]除传统的LAM（图书馆、档案馆、

博物馆）之外，城市空间内历史与记忆的展演形式

具有广泛性和多元性，甚至跳蚤市场、古戏台、电

影和电视、大学教授等都可发挥记忆展现和传承

的功能。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充分融合多种要

素实现记忆的有机展演，更好地发挥档案与档案

馆在数字“记忆之场”中的价值与功能，亦可成为

当下积极探讨的问题，也为现代档案工作带来更多

灵感和思考。

3.2  档案馆的象征价值与认同功能

“记忆是身份认同的基础。记忆的消亡导致意

义的分裂，致使个人和社会患上遗忘症，这是一种形

态的死亡。”“当我们失去身份时，我们就失去了意

识。”[41]诺拉创作《记忆之场》的目标之一，就是“挽

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法兰西民族认同”，从而实现

民族的再度神圣化。“他试图通过对记忆之场的回

想，追寻一种没有民族主义的民族认识。这一研究

虽然受到拉维斯《法国史》的启发，但比后者更具包

容性。它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衰落后，在已然‘遗产

化’的民族记忆中追寻身份的努力。”[42]档案馆在追

寻民族认识的过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对记忆的记

录，更是其“象征价值”以及在社会中塑造的“认同

功能”。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倡导的“于人之思想

中构筑和平”，种族、历史、地域、肤色等因素致使

国家、地区间不可避免存在文化差异，而超脱于这

些外在因素的、世界人民所坚持和追求的核心文化

价值，即“文化认同”却具有相似性和共通性。档案

馆作为“记忆之场”，具有留存民族共同精神、树立

国家文化认同的功能。其“物质性”将这种“稍纵即

逝、不易捉摸”的“象征意义”固化下来，并对其进

行肯定、传承并发展。因此，档案馆工作的重要职能

之一，应该围绕其在塑造民族精神和构建共同记忆

而展开。

例如，在第七个国家公祭日，多家媒体共同推

出以“铭记历史，祈愿和平”为主题的互联网公祭活

动，网友可通过网页参与互动，为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点烛、献花、敲钟、留言，以寄托哀思、守护和

平。[43]同时，由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主持的微博话题#

国家公祭#，在48小时内累计阅读数达到29.5亿，累

计讨论量达到541万，掀起一波“全网点亮紫金草”

热潮。[44]正如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所述，

“纪念仪式是社会记忆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数

字环境下，档案馆不仅要注重收集、保存网络档案

资源，同时要在技术层面加强数字化建设，通过数

字形式的纪念仪式打造“数字记忆之场”，以还原记

忆、传承文化、构建认同。

3.3  历史学家与档案工作者关系的再思考

诺拉在进行《记忆之场》写作时，将“档案”置

于记忆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其对档案馆的相关论

述，引发了史学界对档案馆及档案工作的探讨。在探

讨“历史—记忆”关系时，诺拉考虑到“历史学家”

和“编年史作者”（chroniqueur）的区分和定位。历史

学家更多扮演的是“叙事者”的角色，通过运用他们

个人的表达语言，对相关历史事件展开叙述。那么

档案工作者又应承担何种使命和责任呢？究竟何时

是档案和档案工作者的“衰落时期”或者“黄金时

期”呢—是记忆被归档之时，还是记忆完成其使

命之时？显然，历史学家既非“公证人”也不是“预言

家”，他们是对过去的“演绎者”和“中介者”，那么

他们与档案工作者的职责是否一致呢？

《法国档案法》（Loi sur les archives，1979年版，

现已纳入《遗产法典》档案卷）中将档案分为非现行

档案、半现行档案和现行档案，分别对应“记忆—历

史”视阈下的历史档案、当代档案和未来档案。档案

工作者面临历史记忆的入侵，如何确保自己在历史

中的地位，以及对事件、历史描述和解释时的优势？

“研究型档案工作者”（conservateur d’archives）作

为“文献”和“历史”的中间人，如何在历史编纂中

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同时，历史学家惯常因其“学术渊博”（ rudit），

以其个人观点代替严肃的分析。档案工作者和历史

学家，都有对历史、当代以及未来档案进行保管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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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尽管诺拉和波米扬表达得非常清楚，然而却可

以看出他们对档案工作者职业冰冷的指责—档案

工作者与历史学家之间保持距离、缺乏交流。”当然，

档案工作者大可对此指责持否定意见；但是，当历史

学家在思索新史学与史学家联系之时，档案工作者又

该何去何从？[45]

波米扬指出：“档案不仅是在历史与记忆之间，

它就是历史即记忆。”因此，档案工作者（archiviste）

就被看成是历史、同时也是记忆的“守护者”

（gardien）和“管理者”（gestionnaire）。他认为“查

阅档案是纪念性或者历史性的”，因此对档案工作

者而言就会有两个任务：保管（conserver）和引导

（guider）[46]。

“研究型档案工作者”在历史档案的管理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是“文献”与“利用者”

之间的“翻译及中介”。对于当代全宗而言，档案工作

者的责任不仅仅是管理之技术，更多是精神和政治层

面的—他们通过“特殊公开”和“授权”等方式，确

定档案中的“敏感信息”是否可被获取；对于未来档

案来说，档案工作者的任务就更为关键，档案的鉴定、

保管和销毁决定着面向未来的档案将如何创建。因

此，应该提倡档案工作者在鉴定和销毁时，相较于以

往的行政或者移交部门的角度，更多从一种“哲学和

历史学的态度”出发。尽管目前大部分国家，试图通过

档案立法来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围绕立法投票权的分

配、敏感档案的封闭期普遍过长等的探讨，仍“路漫

漫其修远兮”。如何建立起档案利用者与行政人员之

间的对话机制，共同确立档案收集、销毁、利用等的标

准与原则，同样亟须进一步的思考与解决。

3.4  档案工作的使命：避免集体遗忘症

记忆研究若想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

就必须妥善处理好民族内部的“差异性”问题。例

如，《记忆之场》提及法国人对于大革命的解读，传

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左翼与右翼群体的记忆都

不尽相同[47]。《记忆之场》的第三部《复数的法兰

西》试图构建“统一而多元的法兰西”，尤其体现在

“冲突与分割”（conflits et partages）这一部分，认为

冲突与分割的深处亦蕴含着建构民族认同的核心力

量。尽管，主流记忆仍然占据主体地位，但对“不同

声音”甚至“反向记忆”的承认，不可否认是一种跨

越时代的进步。这也为档案工作的开展提出新的要

求：档案工作应以“避免集体遗忘症”为使命，更多

关注到那些被民族记忆压抑、排斥或是边缘化的社

群记忆，从而实现多元记忆的构建。

欧美国家关注边缘群体、少数族裔的社群档案

（community archives）就是典型的案例。多元化的社

群通过自发组建或者与政府合作，兴建了一系列实

体或基于互联网的社群档案馆，如英国的东伦敦地

区档案馆、黑人文化档案馆、亚非及加勒比地区表演

艺术家档案馆、移民难民档案馆等，以延续社群的

集体记忆、增强成员的身份认同感。而目前国内虽有

“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等反映社群档案的文

化场所，但就普遍性来说，国内对社群档案建设的

关注度还有待提升。从构建多元化社会记忆、避免

集体遗忘症的角度，档案工作应树立“以人为本”的

工作目标，切实关注到每个人的需求，不仅要弘扬官

方的主流叙事，同时也要致力于为边缘群体、弱势

群体建档立说，从而为每一位社会公众提供更多的

“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

4 结 语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及对“历史—记

忆”关系的辩证思考，其影响力不仅仅辐射了法国，

甚至波及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特别是在他的启发下，

社会学、教育学、传播学等人文学科纷纷引入“记

忆之场”理论展开研究。诺拉从兼具“历史研究”与

“档案工作”的双向视角下审时度势，在“记忆之

场”理论的阐述中有力展现了对档案工作的重视，强

调档案对历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同时，考

察了档案馆在集体记忆、民族认同构建中的价值，以

及辩证思考档案工作者同历史学家的职责关系。此

外，其思想也为构建“统一而多元”的档案叙事提供

了理论依据和学术滋养。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世

界记忆项目建设体系与中国策略研究”（编号：

20CTQ03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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