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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公众史学*

塞尔日·努瓦雷( Serge Noiret )著

李娟译

随着 Web 2.0 的到来，历史学和记忆研究不再是学术界的专科:通过直接

和参与式的写作方式，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过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互
联网公众参与(众包)闯入知识社区，利用各种形式的参与活动，获得多领域
知识。具有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公众都可以对数字内容作整合、管理。"数字转
向" ( digitalωm) 改变了历史学家对待档案、生产和交流历史知识的方式。数
字史学挑战着传统历史叙述方式，也以新的方式协调着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

"数字转向"为公众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公众史学家在"数

字转向"中肩负着怎样的责任?数字公众史学( digital public history )如何实
现本土化、全球化与全球本土化?塞尔日·努瓦雷(

Serge Noiret )的《数字公

众史学》一文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该文关于数字公众史学的一些前沿的文献
与经典的案例值得细致、深入的研读。

塞尔日-努瓦雷是欧洲大学学院( 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 )公众史学
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历史信息科学、公众史学的历史、数字公众史学、数字
人文科学与信息读写技能。他是"公众史学国际联盟" (Intemational Federation

of Public History, IFPH-FlliP )主席、意大利公众史学协会( Associazione Italiana
di Public History AIPH) 主席。

*

该文的英文版: David Dean, ed. The Companion ω Public History , Wiley, 2018 ，forthcoming 该文

由李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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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公众史学

数字史学还是数字时代的史学?
数字史学已经改变了历史学家使用的材料类别，以及他们访问、收集和管
理材料的工具，但是还没有人全商讨论这些新工具的重大作用。数字工具、编
程语言一一一元数据、软件和数据库语言一一正改变着历史学家和数字资源之间
的关系，这一点在学术环境中尤为突出。在历史学领域，传统历史书写方式前
景堪忧，而描摹往昔的新数字化方式又横空出世，放眼国际，数字转向已经在
史学领域造成了大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数字史学精通新的数字化行为，
因而重新定义和解释了历史学科。 [1] 历史学家的专业研究发生了巨大改变，这

也被称作一种新的历史主义山，所以我们必须仔细讨论，数字史学对传统历史
叙述方式的冲击有怎样的来龙去睐。 [3] 由于这些技术是公开的，许多数字工具

都在公共领域，扪心自间，历史学家必须严肃对待自身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后
者正是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的载体，并且仔细研究历史学一一专门研究过去的

法现在可以用于审视文化主题，因此必须重新思考数字化对人文学科的影响。[口]
另→些对待数字史学的方法既不乐观，也不悲观，却反映了另→些人的关
注点，他们希望从→种批判性的积极角度理解这曲技术变革，也就是科恩和罗

森茨威格所谓的"技术现实主义" (technorealisism)丁14
[14J

_他们虽然对数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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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非都是"数字?学家，。他强调节数字革命施力旧学家在其专业传统
内之前存在的实践插功，才是数字革命的不良影响。 [16J 作为对韦勒的响应，美
国有→项影响深远的研究，针对历史编墓中运用信息技术，强调"…·许多历
史学家的根本研究方法仍然是相当有辨识度的，即便是引人了新的工具和技

术，但是所有历史学家的日常研究工作已经彻底改变了…..."

[17]

数字史学不等于数字人文科学

科学。 [4]

法 E 社会学家米歇尔-韦维尔卡 (Michel Wieviorka) 说，今天的社会科学

中"数字化势在必行" [飞美蜀历史学家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

认为，历史学必须数字化，否则将在不久的将来消亡。 [6] 但这些观点并非人人
称是。实际上，历史学家掌握(甚至创造)数字技术的经验，必然形成某些少
数派，并且让那些努力与数字转向纠缠的同行们感到沮丧。因为驾驭数字技术

并不简单，但数字技术正变得越来越大众，而且数字技术往往被"外行"运用
得风生水起 [η ，卡尔·贝克( Carl Becker)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把这些"外

行"叫作"人人先生"。[吨。02 年，罗兰多·米努蒂 (Rolando Minuti) [9] 就写
下"变化的不确定性'\丹尼尔·科恩( Daniel J. Cohen) 和罗伊·罗森茨威格

(Roy Rose皿weig) 则在他们 2006 年发布的数字史学手册上 [10] ，警告人们注意
"数字史学的前景和危险"。甚至在 2013 年，加泰罗尼亚学者闰纳克莱·庞斯

(Anaclet Pons) 还写了一本《数字化了昆乱)) (Digital Disorder) [11] ，提及博尔赫
斯 (Borges) 所描述过的:数字资源一团乱麻，掌握它们更是困难重重，局面
一片海乱。[泣]在法国，米拉德杜埃希 (Milad Doueihi) 强调，由于新的数字方

我们应该重视数字史学作为→个学科的特殊性，以及历史学家的数字化研

究→在网上搜索不?源和叙事。如果，数字人文耻的实践和方法论，真
的为人文学科所共有 ，那么这些实践和概念在单个学二内就会发展得更好。
数字历史恰好如此，它旨在形象地再现往昔，并且建构并不完全依额文献的叙

事。 [19J 那么，更确切地说，数字历史就涉及→个专门针对历史学家的认识论

角度的问题。历史学家需要回答关于往昔的疑问，调动数字资掘，建构他人可
知、可检验的叙事与内容。数字人文向所有人文学科提供方法和工具，但是，
史学家运用?数字工具，有时与数字人文学者不同，后者面对的是用计算机处
理文献和语言、文本分析、文本编码和注释。乔治·梅森 (George M

史与新媒体中心的主任史蒂芬罗伯逊(了

Mason) 历

的确不町献研究应该被视为Hrzr:1;二fJZ

庆间，重申了罗伯母从前人处峭的观点二数字媒体制造新历史学的重要

力量。 [2月罗伯逊强调了两点"首先，线上资源的收集、展示和传播，是数字
历史更加核心的部分……第二，至于数字分析，数字历史在数字地图方面比数
字文献研究上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后者更加重视文本控掘和范式塑造。"
[2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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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eon) 的《以受众为本的数字史学)) (User-Centered

批判的短时段概念。 [31) ((历史学宜言》的作者还研究了能够有效开发数字原始

Digital History) [刀]正是将往昔转译成历史，帮助读者将往昔形象化，让读者们

资源的新工具和技术。他们利用佛朗哥·莫雷蒂 (Franco Moretti) 的《遥读》

像她一样在网上检索和管理数据，交流有关华盛顿广场上民族纪念碑的历史和

(distant re，αding) 提供的文本挖掘能力来面对大数据 [321 ，遥读是一种非常不同于

记忆。 [24) 公众历史学家必会自问"历史如果不是写给公众，又所为何事? "因

近读 (close reading) 的单一原始材料理解方式，而近读刚好导致了史学研究中的

此通过数字化方式接触读者，是公众史学家的必备技能。

短时段范式。 [33) 对材料进行遥读，研究者们就可以回答一些"大问题"。

沙伦利昂 (Sharon

历史学家的工作中有诸多广为人知的难题:如何建立研究假设，如何寻找

当我们研究数字历史时，遥i卖和近读这两种审读文件和资料的方法缺一

文献和其他多媒体素材，如何获得并管理这些材料，如何建构可靠的叙事，特

不可，但对于其中浮现的专业问题，只有少数历史学家掌握了国答它们的工具。

别是如何交流作为一种叙事的研究结果，并且最终如何教授历史。这些工作在

甚至只有极少数人能编写新程序一一比如吉尔迪的纸机 (Paper Machines) [34)一←

今天部分或者全部都可以通过电脑屏幕在网上进行。

根据数字分析提供的假设，产生新的分析模式，以及研究数据、同数据互动的

但是，数字历史作为数字人文跨学科研究中的特殊领域，不仅仅有方便传
统研究的新数字化工具，还必须考虑建立帕特里克·曼宁 (Patrick Maning) 所

新方法。 [35J

今天，很多历史学家都是"使用数字工具的历史学家"，而非"数字历史

[25) 彼得·哈

学家"或者"数字人文学者"。但是不管单个历史学家或者史学团体，以伺种

伯 (Peter Haber) 也曾提及往昔"数字化"的一般过程[叫:大数据管理针对

方式间数字转向、数字人文以及数字(公众)史学发生联系，历史学本身(材

可作为资源使用的海量数据，满足对所收集文献进行跨学科数据挖掘。 [27) 统

料和编寨)以及历史记忆，实际上已经被数字化了。虽然数字人文缺乏制度化

计计算、地理定位、图像像素分析程序、绘制历史地由、文本编辑的提高和

框架(比如在英国 [36)) ，但是积极接受数字技术已经让历史学科获益良多。尽

综合处理等等，都关乎数字历史，并且还包括这些将改变研究性质的技术之

管如此，所谓的数字公众历史，即通过网络对有关往昔和个体的记忆进行公共

间，不断发展的密切关系。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历史学家也要在新背景下工

扩散和广泛传播 [37] ，并非全部出数字公众史学家进行，而且这些历史通常缺乏

作，因此可以就他们的历史分析提出新的方法论问题，并收获新答案，其中一

史学意识，对材料和背景的内容与外延也鲜有批判。比如，现在许多数字档案

些在大卫·阿米蒂奇 (David Arrnitage) 和乔·古尔迪(10 Guldi) 的《历史学

馆都提供数字化历史围片，这些图片都来自网络，但关于它们的原始来源，并

宣言)) (History Manifi.臼 to) 中己经被明确提出了。 [28) 当阿米蒂奇和古尔迪自问

没有任何开放的关联数据。因此，我们在使用和引用这些图片的时候，往往忽

历史学家今天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时，他们提出由于数字转向改变了历史学

略了每张围片背后的信息，这种情况如今大量发生在社交媒体图像档案库，比

家对待档案、生产和交流历史知识的方式，因此要积极面对它带来的挑战。他

如 Instagram 或者 Tumblr。这些散落在社交媒体和网站上的图片，原始标题和

们对于大数据的讨论，也没有停留在这场数据革命的表面，而是举例说明，历

元数据管理都渺然无踪，当历史研究和公众史学关注它们，并从庞大的图片库

史学家该如何改变研究方法，来对付海量数字文献。乔·古尔迪研究了今天应如

中将它们检索出来时，它们也变得没用了。数据管理的缺失让专业历史学家在

何对待大数据，以及如何通过新的数字技术，掌握她所谓的"黑色档案" (dark

数字世界中面临重重挑战。 [38)

提出的"世界历史档案数据库" (a world-historical archive of data)

0

archives) 或者隐形档案，政府并不想让我们发现这些档案，直到它们被解密间，
或者在政府不允许的情况下，通过维基泄密 (Wikile政s) 获得。[均比如，英国
的老贝利数字计划 (Old Bailey digital project) 就以研究一个小型档案文献为

基础，提炼出了"长时段"概念(long termis时，以反对《历史学宣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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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2.0 与众包(

数字公众史学

crowdsourcing )

[39]

以对数字内容进行整合管理。此外，按照 Web 3.0 的含义，互联内将培育出充
满活力和可共辜的公众历史，人人都能参与互动，历史不再仅仅是专业历史学

因为数字技术，历史学家的很多活动都发生了改变，因此我们必须深人探

家的工作，后者也经常将他们的传统研究成果公开在阿上，不过总是以 PDF

讨数字历史对传统历史编篡造成的影响。对集体记忆、个人记忆或者历史书写

这样的封闭格式发表。比如， 19 世纪纽约饭店的菜单，可以直接进人纽约公共

进行数字叙事，将改变我们对于时间跨度、古今差异的感受，弗朗索瓦哈托

图书馆的数据库 [4峭6飞

格 (François Hartog) 曾用"现时主义"

包项吕，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一次大战纪念活动，可以成为一种收集个人和

[40]

(presentism) 这一概念描述这种过

程。[削]只有问及公众在历史中的存在状态，我们才能处理这些重大问题。
当论及数字公众史学实践的时候，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从过去和历史在社

家族文献与记忆的普遍方式，而这些东西在此之前从未公开。 [47]
我们正在经历参与式互联网时代，而这些众包的形式一一比如对重要数

会中的呈现情况来看，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将记忆和历史文献上传到网络，因此

字资源的集体管理与收集 [48]

网络已经取消了学术研究和"人人先生"的公众历史研究之间的分野。一大群

莎·特拉斯 (Melissa Terras) 曾推动"边沁手稿"项吕

人将自己的回忆以自传体的方式叙述出来，放在网上交流，如今这已经成为一

这是首批网上众包项目之一，现在也被视为人文学科中公众互动的典型案例，

项普遍的世界性活动，比如在社交媒体上"自拍照" (selphies) 的泛滥。 2006

她对"众包"的定义是:一种集体工作，需要一个专业核心以评估每项贡献。 [49]

年， ((时代周刊》的一期将"你" (You) 作为年度风云人物登上了封面。随后，

数字人文的多个领域和主题下，广泛存在着完成公众史学项目所需的公众知识

我 (me) 、本人( self) 、自己 (1) 、我们 (we) 都上了封面，因为"正是你们

和集体劳动，并伴随着强烈公众兴趣和参与活动。

(我们)掌控着信息时代"。[也]

组成了数字公众史学的明确互动活动。梅丽
(Transcribe Bentham)

,

另一方面，像美国的马克·吐温档案馆 [5气艾德加·爱伦·坡档案馆附和

2004 年左右，伴随着全新的 Web 2.0 参与式互联网时代到来，任何使用

赫尔曼·梅尔维尔 (HermanMel时lle) 嚣书馆 [52] ，瑞士的"卢梭在线 " (Roω'seau

网络的人都可以叙述历史。此外，网上写作也有了新方式，比如博客，作者和

on 加e) [5飞由互联网专家参与发展的孟德斯坞词典 (Dictionnaire Montesquieu ) [坷，

读者之间不仅可以为丰富、讨论观点而交流，更可以直接、即时地补充文献材

以及最近的一战网络数字百科全书 [55] ，都是从编辑委员会获得技术和专业支持

料。也回此，当对往昔的叙述出现问题时， Web 2.0 所提供的大众参与技术，

来整理历史资料，并没有利用任何我们前面提到的外部支持和众包程序，而这

可以让读者同历史叙事的作者展开互动。 μ3] 数字公众史学，就是要通过社交

些才是 Web 2.0 上数字公众史学实践的典型。这些都是专业数字史学计划，而

媒体和网络项目，搭建网络技术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由此让各类公众接触到

非数字公众史学计划，要么因为设计它们的方式，要么因为其自标受众，而且

"高级文化"，而且最好经由专业公众史学家，或者通过以某种参与形式进行的

公众也并不是这些项吕的直接推动者。有时，数字公众历史要求公众补充自

权威活动共享，来过滤"高级文化"，此外还要让"高级文化"同特定的某一

己的故事和文件来完善网站内容。比如美国的"墨西哥短期劳工历史档案馆项

社群或公众正面交锋。 [44]

目 " (Bracero History Archive Project) 就是如此，该项自"收集并公开有关墨

随着 Web 2.0 的到来，历史学和记忆研究不再是学术界的专利:通过直接

西哥短期劳工计划的口述史和物品，由一位外来劳工发起，时间跨度 1942-

和参与式的写作方式，在网络上任何人都可以被卷入过去。通过互联网公众参

1964" ，项目吸引了百万计墨西哥农业劳工。"墨西哥短期劳工历史档案馆"现

与(所谓的众包 [4勺，利用多种参与分工的方式和各领域知识，任何人都可以

在仍继续收集有关这项劳工计划的故事，每个人都能对它有所贡献。[到]不久

闯入知识社区，因此任何有机会、有基本技术知识和足够历史知识的人，都可

前，丹启丝·梅林戈洛 (Denise Meringolo) 的 "2015 巴尔的摩暴动档案馆项

目" (Baltimore 坤rising 2015 Archive Project) ，就面向当地离众，请人们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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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哪些材科是对弗雷迪·格雷事件暴动 (Freddie Gray uprising) 的解释，而

作原始材料而保存下来。 [ω] 为图片添加新描述性数据的专家和项目管理者，都

那些是记录"……历史经常被官方说辞塑造…… 2015 年 4 月 19 日弗雷迪格

有权进行活动，这便是这些知识中的公众历史意味。由于本土专家的专业配

雷死后，发生了一系列抗议活动，因此‘保存巴尔的摩暴动'就是一座数字

合， Flickr 档案馆已经发现，公众对于确认和管理照片出乎意料的严格。

博物馆，我们争取保留并公开社区成员、草根团体和抗议吕击者捕捉、创造

尽管如此，对于专业史学家甜言，一段历史变成公共的，确实造成了危

的原始材料。" [57J 这样的数字公众史学计划也事关政治斗争和捍卫公民权。这

险。因为这些掌握批判性历史学方法和历史知识的专业学者，无法掌控这场数

项计划收集到了各种素材，从文字记叙勤照片、视频、口述录音、音像制品

字转向。而另…方面，庞大的已知数字文件选编并没有为"高级专业研究"带

(produced recordings) 和邮件。这是优秀公众史学家们的一项专业贡献，他们

来任何创造性价值，却萎缩了启发式研究的复杂性。结果，就像彼得·拉格鲁

也是美国公民社会运动的一分子，推特为这些社会运动冠之以"黑人的命也是

(Peter Lagrou) 评论的那样，某些主题可用的数字化通道和大数据，能够确定

命" (Black Lives Matier) 的标签。

进行何种档案研究，因此，也能够确定选择何种研究主题:任何人都不再有足

如前所述，数字公众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集体创造的虚拟数字档案馆。开

够的时间和资金进行长期研究并待在档案馆里。 [61J 此外，由于职业历史学家并

放的公众历史文化项目吸引着很多有好奇心的人，他们将两络视为鼓励新兴集

不彻底了解网络，这将导致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一降低了整理网上个人历史

体合作的空间，让每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知识。如果没有互动式的 Web 2.0 和

话语的专业能力。因此，我们将陷入一些历史叙事形式的包围之中，这些形式

公众直接参与，一个像边沁那样的著名作家就算有公众帮助，也不可能管理全

既没有必要的批判视野，也缺乏历史学家所能提供的专业过滤，无法确认公众

部文献，而且公众如果不参与，便只能在文化项目的发展中保持沉默。只有掌

在网上的历史叙事和记忆是否靠得住。

握了技术、知识和文献的公众积极现身，并且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将数字公众

白家藏素材和原始资料组成、并由网络资源补充的家族记忆，很容易就能

历史项目间公众联系起来、容易上手的技术，个人档案才能补充进多媒体档案

在网络共享。因此新

馆，比如"保存巴尔的摩暴动"、 15 年前的 "9' 11" (这个虚拟数字公众档案

在不提供叙述文本、没有必要历史编篡深度的情况下，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文

馆今天完全由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监管) [58J 、"平行档案馆"

本。个人经历在网上不再是某种遥远的、历史般的存在，而是变成当下的情感

[59J

(针对 1989 年以

前的东欧政治) ，还有不久前欧洲数字图胡馆的"大收集" (Grande Collecte)

(2013 年 11 月，在纪念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之机推出，旨在数字化各种资料
和第一人称叙述)。

体验，填平了时间的鸿沟。

为了确保公正地对待过去，搜集文献，选择、调停社区和不同的公众，将
他们一起带到网上，以及通过数字技术提供的资源，监管各种新的历史知识，

2007 年， Flickr 上的"诺曼底照片"计划 (Photos Normandie) ， 是有关

新一代的历史学家们，即我们所谓的数字公众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变成专业

1944 年 6 月 6 日登陆日和诺曼底战争的照片档案馆，也是首批考虑通过 Web

的仲裁者，为收集文献、用批判性眼光管理新的虚拟档案馆(即没有实体，且

2.0 技术动用公众知识的尝试活动之一。"诺曼底照片"并不像前文提到的

由于个人贡献和众包程序上载到互联网)设计专业握架。

"9' 11" 计划那样，通过众包活动向某个虚拟档案馆提供个人文件，而是捕捉

数字公众历史学家将同"参与众包"的公众分享他们的权威，而迈克

那些陌生且特殊的读者脑中未曾公开的知识，这些读者不仅对登陆日;有兴趣，

尔·弗里西 (Michael Frisch)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巳经构想出，通过这种方

而且认识这些在 1944 年夏天拍摄于诺曼底的照片上的地方。作为一项数字公

式用最好的口述史实践收集记忆。 [ω]

众史学计划，"诺曼底照片"寻找对图片的注释，并建议要丰富及(或)改变
现存有关登陆和诺曼底战争的 3000 多张照片的文字说明，使之可以再次被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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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

出版后，曾有过一些反思，其中提到在法国也有上述类似的现象。尽管法国的
讨论并没有提到"公众史学家"的中介解释作用，但诺拉还是敦促历史学家进

1998 年，就在互联网诞生 5 年以后，也是互联网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

入这一领域，同公众交流，并且转换角色，成为集体记纪的传递者。选择让哪

中传播( 1996 年)之后的几个月，美国历史学家罗伊·罗森茨威格和戴维·西

些记忆进入当下，或是决定如何管理这些记忆，并不是他们的职责。在场的公

伦 (David The1en) 就提问:往昔在美国社会如何存在。 [64] 他们研究中最重要、

众和集体意识，才决定着记忆之场的选择，决定着史学家的责任正是深入这些

最闪光的发现，直到今天仍有助于我们理解的历史学交流模式以及网络(不仅

记忆之场，并将其放置在历史背景之中 [7飞"历史学家对法国记也的影响在于

网上)历史资源。他们指出，美国民众明显更偏爱没有中间人的历史作品，或

重新赋予这些记忆生命，让它们远离死亡。换言之，让今天的记忆更具价值，

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更欣赏没有专业历史学家墙中解释的历史。通过在多国展

让今天的人为未来而真正拥有这些记忆。" [74] 我们正面临现代历史学(法语叫

开的有关往昔的公开展示情况和历史学存在形式的研究阴]，我们发现美国、澳

作 1 '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 的第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主要是关于各类庆典

大科亚以及加拿大公众，都更愿意从公众历史文化机构，比如博物馆和历史公

与民族记忆。 [75]

园，来发现自身的历史[叫，更喜欢通过直接体验历史痕迹，而非专业史学家的

无论如何，数字公众史学被视为表现历史的新形式，与公众一向创造面向
公众的数字化叙事，但它尚未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以相同的方式广泛传播。 [76] 公

解释，来理解过去。

上的数字公众史学活动帮助人们直接面对历史学及其资源。普通民众不仅可以

众史学家的专业责任，就是协调网络上→般公众对往昔和记忆进行的各种工
作。 [77] 相比皮埃尔·诺拉，罗伊·罗森茨威格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巳经开始

通过公众历史学家的解释，也可以通过直接的网络互动，理解博物馆、展览和

向网络打交道，并因此开辟了数字公众史学领域。作为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

实体记忆场所展示的东西。 [67] 罗森茨威格和西伦曾分析过，在美国，关于历史

的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中心主任，他去世得太早，而他为之努力的公

学的知识是如何被协调的，他轩的分析指明了，在 Web 2.0 和互动数字平台的

众史学家的专业协调作用，已经被引人数字公众史学。由此，同大众文化史的

影响下，将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的研究发现令人震惊:公众更愿意自己现身讲

互动、强调其要求 [7飞书写"致用"的史学篇章，促进展现历史的各个方面，

述"自己"的历史 [68] ，而且，人们一般更喜欢通过家谱研究自己的家族史，极

以及历史学的公众使用，便都成为可能。 [79] 诺拉的观点与此不同，因为他仍然

少通现"全局" (副部icture) 0 [69] 早在 1998 年，罗森茨威格和西伦就察觉到，

不认为，网络在推进实体记忆场所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也不相倍网络本身就承

尽管民众渴望通过数字技术参与建构集体记忆和历史话语，即以个人和社区经

载着那些需要解释的虚拟记忆场所。[叫我们应该注意，公众历史学家专业在法

验为中心、未经解释的历史，渴望将本土投射到全球，但网络那令人自我陶醉

国并不知名;比如，现代历史学家亨利·鲁索 (He町 Rousso) 曾说，他并不

的力量更为巨大。 [70]

打算在专业上成为"公众历史学家" (historien public ， 皮埃尔-诺拉的用词) ,

在本土社区中，现在人们也可以在网上"直"面过去，因为 Web 2.0 网站

罗森茨威格后来曾反思这一事实:由于网络，任f俯可人都可以成为历史学家[川
叫1叼]
7η

还将"应用史学" (app1ied history) 视作"神迹创作者。 [81] 但是，确切地说，

肯定是上述研究才让他有了这种反思。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对过去的看法上传到

"公众历史学家"就是专业角色，诺拉和鲁索甚至自己也认为，这种角色将继

网络，这种假设已经被一项意大科研究所证实，这项研究监控 2001一 2003 年间意

续延伸，成为工作在公众媒体领域的传统历史学家，也是拥有优秀沟通能技巧

大利历史网。同

的历史学家。

皮埃尔-诺拉 (Pi巳:rre Nora) 在他的系列著作《记忆之场))

(1ieux de mémoire)

流传于网络的"历史"和记忆，有些是任由个人叙述和解释的，便于生

产缺乏批判、去除背景的个人与集体记忆再生品，也就是每个人的"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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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ind"

horizon) 。这种抽象的本土主义无法从整体上解读历史进程的复杂性，

也没有将这些记忆和历史安插进诺拉所倡导的大背景之中。

数字公众史学

与这些新的文化媒介形式相关，传媒学者若泽-凡蒂克(José van D司 ck)
观察到，随着作者本身向她的私人文件、私人记忆之间关系的改变，数字技术

处于历史学和记忆之间纽带上的历史学家，比如菲利普·茹塔尔 (Phi1ippe

如何从一开始就涉入了我们的私人记忆。事实上，数字程序让她感到必须将自

Joutard) ，他的看法更为激烈，认为网络上叙述历史的白发方式只不过是简单

身的历史记录分类、编目、筛选、纳人背景，当然，这样做也是为了与他人分

的记忆方式，同历史学的认识论没什么关系。仰]茹塔尔[叫并没有提及网络化

[四]对于我们个人历史留下的真实痕迹而言，数字化意味着对其进行创造

的记忆媒介的重要性，因此也不承认数字公众史学家在指出个人记忆与集体记

性和互动性关注，这使得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同网络之间能呈现全新的互动方

'忆中历史意识缺失方面，所扮演的专家角色。彼得·拉格鲁曾公开批评这种仍

式，为公众史学和公众史学家进行分析和交流的新背景，提供了新的数字资源。

在主流文化霸权面前自鸣得意的历史学家形象。他认为，专业历史学家放弃了
他们在政治上的重大社会角色，反而为了满足权力的偶然文化需要，或古老的

国际数字公众历史:本土化、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 glocal )

民族信仰而堕落，为全球化研究而分散精力。 [84J

公众历史学家必须向网上对往昔的公共展示处理好关系，尽管这些都是虚

数字技术对包含非专业受众的传统活动影响巨大，公众史学从这种影响中

拟空间中以第一人称对往昔进行的叙述。这些叙述冷酷地展现了私人记忆和被

受益匪浅。正因如此，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数字史学在没有专业史学家，尤其

珍藏的集体记忆，对此，数字公众史学要能批判性地面对和解释，因此创造数

是缺少数字大众故事的情况下，无数字公众史学家之名，却行数字公众史学家

字公众史学确实是公众史学家才能承担的专业角色。教育者和公众史学家都有

之实，同媒体和通信专家一起研究历史。正是传统上存在于学术实验室的验证

1tt判性解释虚假"客观化叙述"的责任:这些虚假叙述和具有严重潜在危害的

形式和语言形式(各种书写模式、媒介的多样性、新数字资源的出现、胆子书

叙述，促使某种集体记忆替代"官方"历史，并发明新的"民族神话"。我们

写历史的新交流程序) ，诞生了这一领域，但其中数字技术的影响并没有废除

可以在 Metapedia 上看到这样的例子，它是对维基百科的拙劣模仿，充斥着民

本土历史学实践，也没有将其从网上可见的历史学实践中划分出来。公众史学

主主义、种族主义和修正主义叙事，目的是通过修复它所谓的"真实"过去和

的实践、职业精神、语言和目标受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同网络的关系，并且

"失落的"集体民族记忆，塑造欧洲学术"语言"。[臼]

培养出了与不同受众的新交流形式。为了进一步升华公众史学的任务，向数字

2001 年到 2003 年，展开了一项针对意大利网络及其历史内容的分析。该

时代的转变过程仅合并了其他几个方面:解释特定社群的历史，利用所有能用

研究的自的是调查那些企自传播修正主义历史，杏认大屠杀，或者其他被虚构

的媒介传播这种历史和集体记忆。 [91J 通过传播或者向其他受众开放这些历史和

的集体记忆的行为。[邸]当时，替代学皖历史学的网络历史叙事已经流传甚广。

记忆，并提供新工具用来交流和传播有关往昔的某些故事，网络和数字技术

现在人们流行讨论自我、创作新材料，比如口述和日记 [87] ，这些现象已经不

在公众史学领域，比在其他学科，更加强了已有的专业活动以及同公众的直

仅仅是全球社交媒体推动的数字化自我表现欲。个人热衷于在网上展现个人历

接互动。

史，这恰好响应了全球化社会要求将个人的、家庭的、集体的和社区的记忆同
一个本地的、区域的民族历史相联系的深层需要。 [88J

数字人文知识，数字历史及其潜能，都是其所在的公众历史计划所需的重
要训练内容，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尤为如此。[归]今天，数字历史教育活动已

口述史采访包括一组同研究主题相关的个人陈述，它具有连贯性，由采访

经成为重要的教育补充形式，帮助人们管理原始材料或者解释博物馆和展览中

者建立的结构也很清晰，而网上的记忆却时常孤立存在、零零碎碎、缺乏主题

的器物，这种教育在数字化帮助下全面发展，但仍需要数字公众历史学家的专

导向。历史学家的批判能力和解释能力并没有对这些记忆有所帮助。 [89J

业权威。数字转向一开始催生，之后又满足了在全球视野下推动身份认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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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化、集体记忆等迫切的社会需求。如此，数字公众史学也频频培育出全球

数字公众史学

维度，可以成为反思全球化进程和在全球范围对比本土状态的一部分。

本土化历史。全球化现象触及本土身份认同，而在传统历史学叙事之下，本土

通过对比在公众和全球视野下的本土事件，数字公众史学可以促进精练某

身份认同本来不会进入全球公众视野。正因为有了数字公众历史，以及便于在

些世界史的普遍概念，比如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甚至是独裁。阿]本土经验和

全球层面推广本土历史的各种的网络与数字工具，公众史学才能在国际高度触

记忆可以迁移进全球范围内的其他社区。在通过数字公众史学在全球高度的新

及各类公众。

实践，创造新的解释和叙事空间的过程中，全球本土化

2014 年 9 月，琳达·肖普思 (Linda Shopes) 在第二届巴西公众史学会议

脱胎于全球化的新

词汇[仰]一一橙清了国际公众史学的时空范围。

上发表了一篇关键性演讲，她指出，数字历史一一加上社会史和目标受众的存

的确，数字公众史学可以打破历史解释中的时空和本土/全球樊篱，可以

在一一是如今口述史实践的接心。数字技术将"口头性" (ora1ity) 还给了口述

从世界各地提炼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斯里兰卡母亲们的证言"就是如此 [lOO] ，

史。数字化可以将网上历史同网站计划融为一体，可以通过拓展传统口述史计

她们在社交网络和数字口述史学档案馆的出版物的帮助下，已经获得了国际影

划在国际上开启公众历史，还能增强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分享音/视频格式采访

响力。这项数字计如催生了 2014 年多伦多的一场展览，参观者们可以在展览

素材的能力。这些活动让社群以其自己的语言互动。琳达-肖普思说，更深层

上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观点被公布在网站的虚拟平台上，突出了斯里兰卡

次地理解本土文化，不同于从数字历史，甚至从数字人文活动中出现的国际数

项目所具有的普遍价值。[叫我们也可以想象，亚德·韦谢姆 (Yad Vashem) 网

字公众史学，后者往往过于限制在英语环境。[归]

站是如何再次将大屠杀的受害者及其记忆，同他们的亲属现在仍居住的地方联

个人、社区和工作小组通过网络创造出了历史/记忆空间，赋予它们与特

系起来。[阳
iω0

定社区步调一致的生命，在全球范围进行推广，并且将分散的社区成员罔潜在

围绕着互联网首次大型数字公众史学计划一-吁. 盯
1 lγ" 数宇档案馆，美国

的国际读者联系起来。例如今，我们用网络填补正在消失的实体社区角色，或

的民族共同体汇聚一处。该数字档案馆将所有人的证词开放，提供超出其解释

者收集流散在时空中的社区记忆和证言。 [95] 实际上，数字技术帮助我们克服了

范畴以外的事件的记忆、历史和资隙。更进一步说一一一从数字档案馆的意义上

时空樊篱，连接起具有相似观点的受众和公众一一-他们都支持这种跨国界的、

来辛苦，更具创新性

全球的，以及尽管不同却仍具相似性的本土状况之间的对照。 [96]

内，推广本土经验，反映了在自际层面上，人们如何或直接或间接或滞后地生

"9. 11" 网站通过在全世界公众共享的全球化经验范围

公众史学家能够利用数字公众历史的潜能，从这些社区收集记忆和资源。

动体验了撞击双子大厦的行为。[叫 "9' 11" 国家纪念馆与博物馆[阳]是一座收

比如，阿隆·孔菲诺 (A1on Confino) 就尝试重建 1948 年以前人所未知的巴勒

藏恐怖袭击记忆的博物馆，它通过支持在社交媒体上的游览，推进互动，并且

斯坦坦吐洛 (Tantura) 的历史，即今天的以色列的多耳 (Dor) 。他研究了地籍

欢迎其他证言经由社交媒体为这所网络博物馆增添资源，这些行为有利于教育

地图、航拍照片、 1948 年 5 月 22-23 号以前拍摄的巴勒斯坦人照片。但是来

和研究，并赋予阿站内容以世界性意义。我们有望通过各种语言阅读网站上的

自社交媒体和众包程序的用户生成内容，能够帮助我们发现这个巴勒斯坦犹太

内容，这本身就标志着它已经获得全球性关注，而美国的其他博物馆网站，以

人社区的原始文件吗?经出数字公众历史的实践活动，我们便有可能再现 1948

及只能自访问者提供英语的国度的数字历史巡晨，就很少获得这样的关注。一

年的巴勒斯坦记忆。 [97]

项多语言苹果应用完成了这些叙述[叫，包括对 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在下曼

另一方面，数字公众史学的主要优势之一，来摞于它可以利用适用于不同

哈顿的事件的各种评论，以及在实地游览充分放大访问者感受的互动模式。 [106]

本土社区的相似方式，将本土历史经验作为全球经验进行交流、描述、解释和

有些智能手机的数字应用，本来是为了通过参观者在城市中的地理定位

展示。数字公众史学的方法论目的在于:本土历史，是具有广泛吸引力的亲密

( geo1oca1izatio时，来提供虚拟数字历史旅行，现在这些应用的使用最持续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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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07] 通过全球层面的普遍历史，重组分散或缩小的流散社区，或者通过数

字技术重建记忆路径，以此丰富存在于任何层面、类似历史博物馆的事物中的
公众史学经验。这样一来，就能促使实地展览或旅行融入并出现在某种数字环
境中。有了数字交流技术的协助，这些将会拓宽现实和知识的传递范围，共同
参与的记忆，以及关于器物和实际位置的解释性历史叙述。 [108]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传播了往昔及其相应公众的互动。苏珊·霍纳 (Susan

Homer) 是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盼级青年女子，她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感兴
趣，曾于 1861-1862 年在佛罗俭萨旅行了 8 个月，这期间她所写的日记被保
存在英国学院的城市档案馆里 (British Institute's archive of the city) ，现在这部

日记在全世界的智能手机上都能看到，这都归功于一款应用，它透过苏珊-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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