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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经济政治大国的
现实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澳大利亚
亟待认清，中国不仅仅是其最大的贸
易伙伴，还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邻
国，澳大利亚需要学习如何根据其文
化特性与之沟通互动。澳中艺术与文
化研究院（ACIAC）正是在这种背景
之下建立的。研究院大力推动两国人
民间的了解，并通过开放、睿智和多样
化的交流，促进两国间的合作。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旨在把自己建
成一个国家性资源中心，从而促进澳
大利亚与中国乃至整个汉语文化圈的
文化交流，推动其在艺术和文化领域
的合作发展。研究院依托西悉尼大学
的学科优势以及针对中国的现有交流
项目，力促西悉尼大学和海外高校合
作伙伴之间已有的合作，尤其是与中
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高
校的交流与合作。研究院还将积极开
展与澳中关系相关的研究项目，同时
更好地融入西悉尼社区，尤其是与华
人团体、企业和个人建立良性互动关
系，确保研究院的长远发展。

愿景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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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是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稳步
发展的一年。尽管外部环境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研究院仍然坚信
艺术与文化研究以及人文交流的重要
性。通过大量的工作和努力，研究院
成为了澳中关系版图上一个鼓舞人心
的积极存在。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
研究院的众多活动吸引了成百上千名
来访者，学术界、社区以及澳大利亚
海内外媒体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研究
院。作为研究院的院长，能参与到这
些激动人心的发展之中我感到十分欣
慰和荣幸。

2018年，研究院的创始院长梅卓琳女
士开启了她作为教授的新角色。作为
一名教授，她为研究院的工作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她支持博士后研究员的
研究，出席学术会议，为学术期刊撰
写文章。作为澳大利亚著名的外交官
和中国亚洲问题研究的杰出专家，梅
教授还积极参与公共辩论，接受媒体
采访，并对时事发表评论。她一直为研
究院的运营献计献策，其经验和智慧
为研究院平稳地渡过动荡而充满艰险
的一年发挥了巨大作用。

2018年，研究院通过其自身的研究员
和其他部门在本院的核心研究人员
的共同努力，继续保持良好的研究势
头和动力。研究院的研究员通过在国
际刊物上发表论文和出席各类会议
及研讨会以更加自信开放的态度向前
迈进。核心研究人员同样也在一直努
力为进一步提升研究院的研究形象
而贡献力量。在学术论文发表数量显
著增多的同时，今年研究院圆满推出
了两部备受瞩目的著作，它们分别是
博士后研究员任翔博士与国际学者
合著的《开放知识机构：重塑大学》
（Open Knowledge Institutions: 
Reinventing Universities），以及核

心研究员祖天丽博士的《聊聊中国
艺术与澳大利亚的缘分》（The Tao: 
Conversations on Chinese Art in 
Australia）。

随着第一批学生的到来，研究院独具
特色的中国文化关系硕士课程从蓝图
变为了现实。这一全新的硕士学位课
程旨在满足从事澳中文化交流的文化
机构和政府部门对相关人才的需求。
通过持续的推广，目前澳中两国已有
许多人都对该课程有所了解。该课程
的成功启动充分表明，研究院将不惜
重金努力培养两国未来的文化外交领
袖。该课程获得了我院NEXUS奖学金
的支持，同时，第二名博士研究生也在
该奖学金的支持下，开始在澳中文学
交流互动领域的研究和学习。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和来访者与
研究院开展合作，国际合作与交流仍
是研究院本年工作的一个主要特色。
研究院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青岛
出版社合作，为李尧教授的十卷澳大
利亚文学作品翻译集举办了盛大的新
书发布会。发布会活动吸引了来自澳
中两国的许多关注，也突出了西悉尼
大学为促进澳中文化交流所付出的努
力。研究院在今年国际写作阅读与出
版史学会（SHARP）年会之前，以中国
数字出版及阅读为题成功举办了自己
的首个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研讨会
吸引了澳中两国学术界一批颇有影响
力的专家学者来分享其在传统图书史
与当代发展领域的最新发现。

通过多个活动的成功举办，研究院已
经把自身角色转变为西悉尼大学与社
区互动的重要基地。其关于中国传统
节日文化的教育活动、研究讲座、公
共对话及艺术文学文化研讨会、艺术
展，都吸引了大批专家、研究人员、学
者、艺术家、外交官及普通社区成员

到访西悉尼大学。研究院举办的《沈
嘉蔚的阿基鲍尔肖像奖参赛作品展》
和《“三绝”：悉尼华人艺术家中秋书
画艺术展》、《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
和《澳中关系文化外交》等公共讲座
都代表研究院和西悉尼大学向人们
传达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信息，即艺
术和文化交流对澳中关系发展的重
要性。研究院还与地方政府和社区的
业内人士建立了实质性的合作伙伴关
系。这些合作充分说明社区对研究院
所做工作的需求和认可。

研究院之所以能在2018年取得这些
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之前所
打下的坚实基础。我很欣慰地看到这
些基础在今年都得到了巩固。2018
年，研究院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其与西
悉尼大学各院系和各研究院的合作
关系，还与澳大利亚国内外越来越多
著名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建立了友
谊，而这些都将成为推动研究院未来
进步的有力基石。我期待看到研究院
来年继续发展壮大。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成立于一个两
国双边关系更为积极的时期。我们在
2018年所做的工作告诉我们，当两国
关系不那么积极时，研究院绝不能动
摇。相反，我们应保持乐观的信念，相
信研究院所做的工作定能为两国关系
作出贡献。未来, 研究院须在这样的
精神指引下继续开展工作。

展望未来，研究院仍有许多工作要
做。首先，研究院将继续发挥西悉尼
大学已有的优势，同时大力开展与社
区的合作。其次，研究院须继续吸引
来自两国的人们共同参与教育事业，
研究彼此的文化并开发更有意义的项
目。与此同时，研究院需开阔视野，扩
展与外界的联系，与其他相似的澳大
利亚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合作。我们

院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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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从这些合作里不断汲取新
的知识，研究院能向着建设艺术文化
资源中心这一方向而努力前进，而澳
大利亚也将继续敞开怀抱拥抱亚洲。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给予自己的定
位是，为澳中两国提供艺术文化研究
和交流的资源中心，其工作就好似一
名土木工程师，通过修建新的道路和
桥梁，努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在当
下，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在国际关系中
修筑壁垒，研究院坚信道路和桥梁的
重要性，因为它们能将国与国、社区与
社区之间相连，使不同的国家和社区
变得更美好。今天，我们没有足够多的
基础设施建设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需要更多的建设者。研究院期待未来
与其他组织机构的合作，让我们一起
来为澳中两国艺术和文化的交流修建
道路和桥梁。

院长王腊宝教授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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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方与文化

1. 人类社会对娱乐和愉悦的热爱是普遍的。
然而，激发笑声和回应幽默的方式却因地
而异，因文化而异。著名的澳大利亚中国研
究专家梅卓琳教授一直在进行着有关中国
幽默的研究。2月初，她在凯恩斯参加了一
个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幽默：它是如何旅
行的？”梅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谜语的
论文，其中她讨论了这些谜语与其他文化
中的谜语有何不同。因为在世界各地，谜语
在保存和传承传统知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她认为通过研究中国谜语的独特性
来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可行的。澳中艺
术与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员韩静博士与梅
教授有着同样的研究兴趣，并一直在教授
和研究如何翻译另一种语言的幽默。请参
考下方的“研究”部分来进一步了解她的
研究项目。

2.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早期接触对历史学家
而言仍然是一个令人着迷的话题。当人们
意识到2018年是华人移民澳洲200周年
时，这一话题就变得越发有趣了。澳中艺
术与文化研究院的主要研究员Michael 
Williams博士最近推出了一本新书《满载
荣归》（Returning Home with Glory: 
Chinese Villagers Around the Pacific 
1849-1949）着眼于早期移民澳洲的华人，
起始于靠近中国南部边界的广东省的村
庄。此书由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发布会
于新南威尔士州议会大厦举行。澳中艺术
与文化研究院的首位获资助的博士生郑艺
超对这个研究课题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
数次前往中山对这一课题进行调查研究。
其研究项目着眼于来自于广东省中山县的
华人早期的移民史。郑艺超于3月在汤斯维
尔举办的“CHINA Inc Conference”会
议上发表了题为“回到中山”的论文。其论
文《从种植香蕉到侨捐学校：澳洲汇款与
侨乡发展》发表于文化与社会研究院全新
的在线出版物上。 

3. 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里几乎都能看到唐
人街。21世纪，唐人街作为“另一个”空
间的空间和文化结构——无论是消极的
还是积极的——都因全球化和跨国移民
的加速而变得不稳定。澳中艺术与文化研
究院的核心研究员杰出教授洪宜安女士
及其同事撰写了一本新书《解锁唐人街》
（Chinatown Unbound），书中提到，人
们对悉尼唐人街的看法需要及时的转变。
这本书给悉尼唐人街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感
觉，就像一个西方与亚洲地区相互依存的
互联世界。请参考下方的“研究”部分来进
一步了解她的研究项目。

4. 中国的地区/民族文化习俗极为多样化。比
方说在内蒙古，一些当地的文学作家会用
双语来写作并表达两种文化。2018年，澳
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和写作与社会研究中
心合作，将其第二个博士奖学金给予了成
功的候选人崔学海。目前，崔学海已经开始
了他的研究工作，在 Anthony Uhlmann
教授和周思（Nicholas Jose）教授的指导
下，其研究项目是关于将中国文学作品翻
译成英文。其论文的一个部分就是他要把
一本蒙古小说翻译成英文。他的研究将包
括对蒙古本地小说与澳大利亚小说的比较
研究。他将采访那些作家，记录和转录他
们所说的话作为其注释的组成部分。

Michael Williams博士为他的新书《满载荣归》在新州
议会举办的发布会上发言。摄影：Mei-Su Chen

“文化外交与澳中关系”公共讲座

研究院第二位博士生奖学金得主崔学海前往SBS广播电
视台拜访韩静博士 。

梅卓琳教授参加在凯恩斯中央昆士兰大学举办的澳大利亚幽默研究群体年度会议。摄影：Terry 和Anja Pabel

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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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流与文化

1. 中国数字出版业和创意产业的飞速发展正
在推动其知识经济和现代中国文化发生迅
猛变化。基于这个原因，众多学者的目光都
被吸引到了这里。然而，即使在知识机构中
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自由并不总能实现。澳
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的研究员任翔博士一
直对这些技术所驱动的发展持敏锐的观察
态度。4月时任博士获前往珀斯参加一个图
书活动，与其他学者合著一本名为《开放知
识机构：重塑大学》（Open Knowledge 
Institutions: Reinventing Universities）
的书籍。他还和来自五个不同国家的学者
向由美国梅隆基金会资助的国际学术传播
机构提交了名为“学术出版与开放获取的
文化社会与机构分析：以发展中国家和非
英语国家为例”的研究基金申请。7月，他
在今年的国际SHARP（写作阅读与出版史
学会）会议召开之前举办了一次非常成功的
中国数字出版与阅读国际研讨会。请参考
下方的“研究”部分来进一步了解他的研
究项目。

2. 不同国家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和理解需要许
多人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澳大利亚前
外交官梅卓琳教授是这方面的专家。她的
回忆录《北望中国》（Lodestar China: 
Navigating the China Relationship）
的修订版已经被译成了中文并在中国出
版。她对Philippe Paquet的书《Simon 
Leys: Navigator between Worlds》
所撰写的评论已获《澳大利亚东方学期
刊》接受出版。6月时，在北京举办的中国
澳大利亚研究会双年会上，她发表了题
为《中国袋鼠：关于四十年双边关系的思
考》（Chinese Kangaroos: Thoughts 
on Four Decades of a Bilateral 
Relationship）的主要演讲，讲话中她回
顾了许多为澳中两国沟通交流做出过贡献
的人。 

3. 一百年前澳大利亚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还鲜
为人知，但当时这些作品已经被译成中文，
不过直到1978年以后这种翻译工作才为人
们所知。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目前在中国市
场占有一席之地。李尧教授是致力于澳洲
作品中文翻译的翻译家之一，他在过去的
40年里一直在将澳大利亚的作品翻译成中
文。4月，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院长王腊
宝教授在西悉尼大学的惠特拉姆研究院主
持了题为“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公共讲
座及李尧教授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集发
布会，祝贺李尧教授所翻译的10卷澳大利
亚文学作品。在讲座中，李尧教授、周思教
授、Gail Jones教授、来自北京外国语大
学的两位同事、张剑教授和李建军先生发
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其中的一个讲话被纳入
了本年度的“论文随笔”中。 

4. 根据Robert Frost的说法，诗歌是翻译中
所丢失的东西。而对于21世纪的我们来说，
人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诗歌翻译：
诗歌译者常常能用另一种语言给原作注入
新的生命力。六月时，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
院主办了一次端午节诗歌会，与两位作家
李牧原和Mark Tredinnick的对话。Mark 
Tredinnick是澳大利亚著名的诗人、散文
家和教师，并于2011年赢得了蒙特利尔国
际诗歌奖，2012年赢得了卡迪夫国际诗歌
比赛。李牧原翻译了一本Tredinnick的诗
集，她自己也是一个作家，出版了《中国情
结》（2016）一书，其中集合了16个短篇故
事。这两位作家围绕一名译者可以为诗歌
做些什么进行讨论，为观众们奉献了一场
精彩的对话。

5. 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字幕翻译在澳中文化交
流与互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澳
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核心研究员韩静博士
在过去十年间将大量的中文字幕翻译成英
文。她为一档中国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所
翻译的字幕在澳洲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
评。今年，她和她翻译专业的学生一起成
功地将一部根据备受好评的电视连续剧《
使女的故事》的英文字幕翻译成了中文。
她写下了这段经历并被邀请到多个国家去
介绍她所做的工作。她受邀参加了一个在
北京举办的高级影视字幕研讨会并在会上
发表讲话。她被列入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
的《45周年，45个故事》中以感谢她为澳
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8月，她邀
请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王定坤
博士（王博士就她翻译的小说《孽债》开
展了一些研究工作）举办了一场关于中国粉
丝字幕翻译的公共讲座，探讨了网络数字
媒体档案中被视听编码的海量非正规知识
和信息。 

6. 在21世纪，互联网已经重塑了全世界的媒
体和媒体研究工作。很多研究工作都对准
了互联网对媒体传播的影响。澳中艺术与
文化研究院访问学者张桂芳副教授一直在
关注澳中两国最新的发展状况。在其访澳
期间她举办了两次讲座，分别是关于《中国
网络热点事件：事实与舆论》及《澳大利亚
媒体在报道国际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中国
在澳制造影响”报道的案例分析》。其题为
《中国网络热点事件：事实与舆论》的论文
发表于2018年的比较传播学国际研讨会上
（10月1日-3日）。 

7.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邀请了许多中国著
名的艺术家来研究院举办讲座和研讨会，
谈论他们自己的艺术实践，为大家讲述他
们对中国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的理解。欲
知详情，请参考下方的“公众参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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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尧教授翻译的十卷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新书发布会

写作阅读与出版史学会2018年会议 公共对话《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 李牧原和Mark Tredinnick参加2018端午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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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艺术与文化

1. 当代中国艺术正在世界各地开辟一个日益
壮大的市场。艺术评论家们通过观察艺术
家的个体行为发现这些中国艺术家传达给
我们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他们对国家环境
问题的严重关切。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
研究员朱翘玮博士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都
在就这一领域进行写作并出版新作品，他
认为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和电影中对环境问
题的描绘是很常见的。3月时，朱博士举办
了一个公共讲座，题为《山水在人类世：从
比较生态批评看中国视觉文化》。之后，他
于5月/6月参加了在香港树仁大学举办的人
类世学术论坛，并发表名为《对人类世亚洲
推想电影作出的几项建议》的演讲。6月，
朱博士参加了由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的环境人文倡议主办的“上发条绿：人类
世的生态媒体”（“A Clockwork Green: 
Ecomedia in the Anthropocene”）网
络学术会议。 

2. 中国传统音乐正在成为澳大利亚音乐创作
灵感的来源。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核心
研究员Bruce Crossman副教授的音乐项
目《如红花般羞涩—火之花园》中的核心
曲目入选由国际现代音乐协会（ISCM）于
北京举办的2018现代音乐节和世界新音
乐节（WNMD）。其作品于2018年5月在
北京演奏。其作品名称“火之花园”（Fire 
Garden）被用作音乐节音乐会的标题。他
还被任命为Rockefeller基金会Bellagio
中心艺术与文学驻地评选组的音乐评选
人，负责亚洲音乐。

3. 对中国感兴趣的澳大利亚摄影师和电影
制作人一直将他们的摄像机瞄准中国社
会的方方面面。他们中的一些人最终收获
了关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精彩摄影作品和
纪录片。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朱
翘玮博士一直在跟进这些最新的发展动
态。6月，他邀请了居住于上海的澳大利亚
摄影记者兼纪录片导演Olivia Martin-
McGuire和来自Media Stockade的电
影制作人Rebecca Barry来研究院举办了
一个公共讲座，谈论她们最近发布的摄影
系列和在今年悉尼电影节上展映的纪录片
《China Love》。该纪录片关注中国的婚
纱摄影行业。讲座探讨了该纪录片在尝试
了解当代中国文化时所采用的独特视角。

4. 澳大利亚对当代中国艺术的关注始于20
世纪70年代。两国在继续推进其艺术互动
的同时记录和学习那段历史已变得十分重
要。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员祖
天丽博士通过对中国艺术家、澳大利亚艺
术馆馆长和前外交官的一系列采访在这一
领域开展研究工作。9月，她出版了一本名为
《聊聊中国艺术与澳大利亚的缘分》（The 
Tao: Conversations on Chinese Art in 
Australia）的书。这本书由西悉尼大学校
长Barney Glover教授和首任澳大利亚驻
华大使Stephen FitzGerald博士于澳中
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的年终活动上发布。研
究院还为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博士
（Geoff Raby）所出版的画册《芮捷锐
中国当代艺术收藏》（The Geoff Raby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提供了支持。西悉尼大学校长Barney 
Glover教授为画册的开幕式致开幕辞。

5.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的工作之一是鼓励
对澳大利亚文化的研究。基于我们与西悉
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合作关系，
研究院支持对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工作。
王腊宝教授一直在研究当代澳大利亚小
说，研究院还将其第二个博士奖学金颁给
了崔学海以支持他研究澳中两国的文学互
动。12月，王腊宝教授主持了北京外国语大
学姜红教授的来访活动。姜教授是北京外
国语大学《外国文学》杂志的副主编。在过
去约40年的时间里，北外一直在支持中国
对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工作。在其访问研
究院期间，姜教授在公共讲座中谈论了她
的期刊和中国对澳大利亚文学的研究。

朱翘纬博士的公共讲座《山水在人类世：从比较生态批
评看中国视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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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天丽博士的新书《聊聊中国艺术与澳大利亚的缘分》发布会

西悉尼大学校长Barney Glover 教授在新书《芮捷锐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发布会
上讲话

姜红教授的公共讲座《<外国文学>中的澳大利亚文学与中国读者/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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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区与文化

1.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认为研究社区与文
化非常重要。2018年，当澳大利亚的华人
社区成为政治辩论的焦点时，梅卓琳教授
在继续探索研究其总体福祉的可能性。她
推进了一个提议，就是与Wendy Wu教授
一起进行关于中国医患关系的医疗人文项
目的研究工作，并与David Rowe一起进
行关于澳大利亚华人足球迷的研究项目。
她还接受了邀请，为华人来澳大利亚200
周年撰写文章和发表讲话，并在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的公共论坛“澳大利亚与中国：
复杂的友谊”里发表讲话。她还为Pearls 
and Irritations博客撰写了多篇文章，包
括“疯狂、糟糕、危险”（Mad, bad and 
dangerous）、“Chung Kuo, Cina：似曾
相识”和“中国澳大利亚人或澳大利亚华
人”（Chinese Australians or Australian 
Chinese）。她两次在公开信上签字呼吁大
家尊重华人社区。

2.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馆在2018年举
办了六次展览。通过这些展览，研究院迅速
扩展了其与澳中艺术家、策展人、学者和艺
术机构的关系。我们展览过的艺术品包括
摄影、陶瓷、书法、肖像和山水画。其中，“

三绝：悉尼华人艺术家中秋书画艺术展”
吸引了五位来自位于悉尼华人社区的艺术
家。他们的作品有助于对华人艺术社区的
研究，也有助于对华人社区普遍状况的研
究。研究员朱翘玮博士提议在西悉尼大学
暑期奖学金计划中进行一个研究项目，通
过采访年轻的澳大利亚华人对白兔艺术馆
（White Rabbit Gallery）展品的感想来
研究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感。 

3. 2018年里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走进了澳
大利亚的非华人社区。通过举办中国文化
讲座，研究院吸引了澳大利亚的大学员工
和学生、市议会成员和商界领袖的参与。5
月，徐燕博士为西悉尼大学的员工和学生
提供了一个公共讲座。2018年下半年，王
腊宝教授为Willoughby市议会雇员提供
了一次讲座。王教授还为澳中中小企业协
会（ACSME）圆桌会议提供了一个关于中
国文化的讲座。通过这些活动，王教授发
现澳大利亚主流社会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存
在一些知识空白。基于这些发现，王教授
对当代澳大利亚作家的一些作品进行了研
究，并探索了所有跨文化误解的根源，即
理解不足。

4. 通过中国文化关系硕士课程，研究院与社
区的联系得以进一步加深。澳中艺术与文
化研究院的学生都必须开展研究项目以完
成其课程目标。一些已经提出的项目包括
澳大利亚的体育外交、新南威尔士州学校
的汉语教学、澳大利亚儿童文学、中国的
非异性恋者（LGBTIQ）社区、澳大利亚的
中国传统艺术和澳大利亚的中国音乐。学
生们正开始寻求如何能更好地了解两国的
各个社区。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他们
的项目，研究院会定期举办研究活动，邀请
有经验的学者前来与他们交流。最近举办
的一场名为“文化外交公共讲座”就邀请
了多位杰出人物包括梅卓琳教授、周思教
授和杰出教授洪宜安。它很好地融入了学
生基于社区的研究项目并能激发他们去更
多地思考。

梅卓琳教授在ABC广播电台举办的公共论坛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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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华人抵达澳大利亚200周年

悉尼市政厅活动致辞，2018年5月20日

梅卓琳教授

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

自从在悉尼读大学以来，我就对中国文化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在我的学生生涯里，老师们只
教授我们澳大利亚和欧洲历史，从来没有提过
中国历史。即使是今天，许多澳大利亚白人仍
旧认为有肤色的人不是“真正的澳大利亚人”
。他们对澳大利亚华人的历史及中国文化一无
所知。这就是为什么诸如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
与文化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机构的工作是如此
重要。澳大利亚正日益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的国
家。每十个悉尼人中就有四个出生于海外。未
来我们的决策者将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少数民
族社区的想法，而其中最大的一个社区就是华
人社区。澳大利亚的华人已经为这个国家做出
了卓越的贡献。未来他们将更多地在官方或非
官方的国际交流中发挥作用，帮助塑造未来我
们与中国的关系。接下来我想突出几个华人为
我们的外交史做出贡献的方式。

已经有很多关于在澳华人如何帮助我们搭建两
国之间沟通桥梁的故事。20世纪早期，澳大利
亚制定出自己的对外政策，不再依赖于母国英
格兰，1934年我们在Gordon Bowden的领导
下于上海设立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处。Bowden
家族一直与中国有纺织品贸易上的往来，他本
人也能说一些中文和几种欧洲语言。1941年
随着日本对中国的占领向西扩展，其军队也向
南逼近澳大利亚，我们在重庆建立了一个公使
馆，当时的第一任大使是Frederic Eggleston
爵士。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小的公使馆，而且是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运作，因此Eggleston
非常依赖他的二等秘书Charles Que-Fong 
Lee为他提供语言支持和政策建议。可见70年
前，一个澳大利亚华人就已经对我们与中国的
官方交流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了。

Charles Lee生在达尔文，曾在昆士兰大学读
书。在当时的对外事务部工作仅五个月后，28
岁的他就来到了重庆。堪培拉的官员们对中
国了解的太少以至于他们根本不知道粤语和
普通话存在区别。幸运的是，Charles很快就
学会了普通话，他和政府及当地的社区领袖
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46年重庆的公使馆
关闭后，Charles继续代表澳大利亚去往了不
同的国家。1954年他随同外交部长Richard 
Casey前往了日内瓦，并帮助开启了与由中
国总理周恩来所带领的中国代表团之间的对
话。1972年他与当时还是外交部的一名初级官
员的Stephen FitzGerald密切合作，参加有
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讨论。在
中国期间，Charles与Nancy Gilan Lee结了

婚。Charles退休后，Nancy进入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教书，而她的学生包括了陆克文以及许
多我们今天的外交家们。

我本人是在悉尼大学学习的中文。我的老师是
Bertie Davis教授，当时他刚离开剑桥大学。
他雇用了刘卫平博士做我们的讲师，刘博士毕
业于上海圣约翰学院，有着古典文学的传统教
育背景，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曾于日本战
争期间在滇缅公路上开卡车，并于战争末期加
入了国民政府外交服务机构。他被指派至柏斯
的中国领事馆工作，后辞职迁往悉尼。之后他
在悉尼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帮助Davis教授开
发基于古典与现代文本和中国历史的本科生
课程。Nancy Lee、刘卫平和其他澳大利亚华
人教育家为我们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极具价值
的贡献。

我和其他一些没有中文基础的学生花了一年时
间学习初级汉语，然后再加入另一些已经有一
定语言基础的学生进行第二年的学习。课程难
度很大，但培养出了一些杰出的毕业生。我参
加的是初级汉语一班。五年后我们中的四个人
都以荣誉学位毕业并进入政府或学术界工作。
比我们小一届有一个学生叫Mabel Hunt（
也就是现在著名的翻译家陈顺妍博士（Dr 
Mabel Lee）。Mabel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的
沃利亚尔达长大，在校期间她没有学习汉语的
机会，但现在她已经是一个享有国际知名度的
家喻户晓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家，其翻译的作
品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作品。在
澳华人一直是翻译领域及其它演绎艺术领域杰
出的跨文化传播者。

之后，我在香港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并留在那儿
工作。也是在那儿我认识并嫁给了我的中国丈
夫。在他的朋友圈中有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华
人，名叫成龙。成龙在堪培拉长大，他的父亲
送他回到香港读书。他当时所上的京剧课程位
于我丈夫居住的大厦内。成龙应该是知名度最
高的澳大利亚华人了。澳大利亚华人在艺术和
娱乐行业赢得了国际声誉。

我和我的丈夫于1966年回到悉尼。他当时感
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当时仍在执行白澳政
策，在悉尼只有极少数的华人。我们唯一能够
买得到中餐调料或是中文报纸的地方就是市中
心的德信街。当时大多数老一辈的华人都是讲
带地方口音的粤语，与他们交谈很困难。我们
结交了几个刚到澳洲的朋友，大多来自台湾、新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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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时也没有中文课程可供我
们的孩子学习。我们非常努力地尝试让他们尊
重自己的中国背景和欧洲背景，还不得不处理
日常所遭受的种族主义态度。

当Gough Whitlam承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我们激动万分。1972年12月工党当选后，
我搬去堪培拉为海外贸易部工作。堪培拉的
华人比悉尼的还要少。我记得有一家中餐厅叫
Happy’s，老板是Gavin Chan，他的家族
之前是商品蔬菜种植者。还有一位先生叫Du 
Yueh Hsiang，他的餐厅叫莲花餐厅。他曾在
国民政府驻澳使馆做厨师。莲花餐厅曾于20世
纪70年代举办过许多重要的政治聚会，包括政
府部长会议和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会议。澳大利
亚华人为澳大利亚的餐饮业和酒店行业做出了
巨大贡献。

对澳大利亚华人的歧视不仅局限于澳大利
亚。1975年我作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第
一位文化参赞前往北京，我的丈夫作为随行家
属与我同行。而这却给中国政府造成了麻烦，
当时的外交部还不习惯于女外交官而且是带着
丈夫的女外交官，更不习惯于有着中国名字的
华裔外交官或外交官配偶。经过了一段时间，
两国政府才接受了澳大利亚华人这样一种身
份。尽管白澳政策已经废止，但仍留下了很深
的阴影。

澳大利亚华人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所作出
的贡献应该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尊重。1979年
到1985年期间，我曾任澳中理事会执行理事。
当时在理事会里有一些杰出的澳大利亚华人，
包括生化学家教授Y.T. Tchan和心脏外科医生
Victor Chang。著名历史学家和学者Wang 
Gung-Wu教授接替Geoffrey Blainey教授
成为理事会的第二任主席。（自我就职于理事
会以来理事会还有许多其他的澳大利亚华人包
括我的朋友Henry Tsang，今晚他也在这里。
）通过其与在中国的同事和海外华人社区的
联系，他们能推动有价值的交流并增进相互了
解。澳大利亚华人为澳中两国的科学、文化与
学术交流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作为高级贸易专员
回到了北京。在那里我有幸能和澳大利亚华人
同事一起共事，包括来自布里斯班的Michael 
Tjoeng和来自新英格兰的Bing Chen。在中
国向外界“开放”的时候，他们的文化意识和
社会人脉显得尤为重要。澳大利亚在中国进

行的第一批投资大都是澳大利亚华人所做出
的，因为他们能借助其家族所在地的人脉。澳
大利亚华人帮助我们发展了与中国的商业贸易
关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返回了香港，这次是作
为澳大利亚驻港总领事。那里的澳大利亚社区
人数已成倍增长，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出国
移民的人因生意或家庭原因又回来了。我在那
里任职期间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为澳大利亚
中国香港协会提供支持，鼓励他们与澳大利亚
社区的其他部门一起参与社会及官方活动。我
还力争让粤语被认可为澳大利亚外交官有效的
官方语言。我本人就是获得此语言资格的第一
人。澳大利亚华人是在香港、新加坡、台湾和
中国大陆以外等其他中国文化中心里重要的
组成部分。

过去40年间很多事情都在澳大利亚发生了变
化，但这些改变来之不易，都是经过了大大小
小的挫折，接下来我们还有挑战要应对，尤其
是应对种族主义。2018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
已经真正成熟。它正在为建立一个新澳大利
亚添砖加瓦，贡献人才和时间。无论是现在还
是未来，澳大利亚华人在政府、商业、教育、
科学和文化层面都能为发展双边关系发挥重
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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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中国艺术与澳大利亚的缘分

祖天丽博士的新书《聊聊中国艺
术与澳大利亚的缘分》发布会致
辞，2018年12月12日，澳中艺术与文
化研究院

Stephen FitzGerald博士，澳大利
亚荣誉勋章获得者，澳大利亚国际
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西悉尼大学惠
特拉姆研究院杰出成员，非盈利性
机构“中国事务”董事会成员

在向这片土地传统的主人致敬的同时，我承认
过去我们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所犯下的错误，以
及仍然存在且必须纠正的错误。

---------------------------------

我喜欢这本书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它
捕捉到了澳大利亚社会景观中所发生的令人
兴奋的事情。在50年甚至30年前，你是不可
能写出这样一本书的，因为它的主题：澳大利
亚的中国艺术，在当今所具备的关注程度和重
要性在过去都是不存在的。因此，虽然本书所
关注的是社会景观的某一特殊方面，但其故
事却折射并展示了不断变化中的、更为广阔的
澳大利亚文化和种族画面，以及推动这一变
化的动态。单凭这一点就使这本书具备了远远
超出艺术世界的实用性。它以自发且自然的方
式揭示这种变化，由变革的推动者讲述自己的
故事，使其引人入胜，适合广泛且不拘一格的
读者群。

其次，我们从中可以获取到信息。如果你像我
一样，在经历过去两年以来澳大利亚对中国阴
暗的情绪，以及对与中国交往之人的诋毁，对
澳大利亚中国社区恶毒的妖魔化后偶遇这本
书，那么你就很有可能会像我一样对祖天丽博
士怀有一种感激之情，因为她在这本书里所呈
现出的态度、视角和感觉都令人耳目一新。这
与那种恶意的言论和微妙的种族主义论战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能用一种
冷静、理性和理智的态度来思考我们与中国的
关系，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和以相互善意为基础
而进行的叙述，还能感受到祖博士和她采访过
的每个人在澳中两国的交往中所收获的快乐。
这本书以其独特的方式为我们所进行的公众
讨论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它似乎在说：等一
下！官方和媒体所焦虑的并不是澳中两国现有
的真实关系。澳中两国的真实关系是关乎两国
的人民，他们在进行着或普通或富有创造力的
事情，是关乎两国共享的经历以及在彼此文化
和陪伴下的愉悦感。这一点或许并非此书的本
意，但却不失为一剂有用的解药。

然而，即使没有我上述的理由，我认为这本书
本身即便是不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下仍不失为一
本对澳大利亚中国艺术有着精彩阐释的著作，
再加上其中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以及重要
的历史记录和引人入胜的社会叙事，它可以说
是我至今所读过的关于中澳两国的最有趣的
书籍之一。

我不是书中的受访者，所以我有权这么说。事
实上，我之前并不知道这本书，我是直到大约
八周前才认识了祖博士。当时我不过是在做一
些自己手头的工作，然后我就收到了梅卓琳的
电子邮件，她是首任澳大利亚驻华文化参赞，
也是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的创始院长，是在
澳中建交46年来对澳中关系有过深远影响的
重要人物之一。卓琳在邮件中写道她的朋友祖
天丽问她是否可以邀请我为她即将出版的一本
书说几句话。我当时就想没有问题，我知道这
个人，但是我见过祖天丽本人吗……事实上我
的确见过她，就在前一晚！那时我们在朱雀艺
术馆参加芮捷锐（Geoff Raby）的当代艺术藏
品新书发布会，发布会的开幕嘉宾是Barney 
Glover教授。当时我被一大群人“围堵”在墙
边，有些人停下很快地寒暄两句拍张照，接着
就继续排队等候芮捷锐博士给新书签名。于是
我给祖博士发了一封邮件索要她的照片。我猜
她当时一定跟自己说：“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我
究竟为什么要请这个人来为我的书背书！他连
我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一周后的礼拜一当我
们再次见面时，我却安排在一家周一根本不开
门的咖啡厅见面。那时那刻，如果天丽你有过
这样的念头“这下更糟了。他连今天是星期几
都不知道”，我一定会原谅你的。

然而事实上我发现，天丽根本不会那样去想问
题。读读这本书你就会知道原因。一个人如果
不是对形形色色的人都很感兴趣，不可能成功
地完成这样一个项目，而天丽就是这样一个艺
术家。从某种层面上来说，你可以认为这本书
所描绘的是与中国有关的人性面孔。但其实它
关乎于人性面孔背后的东西，通常你会发现艺
术家是在画布上或以雕刻的形式来呈现，但在
这里却是精心设计和编辑的对话，是一种由艺
术家的灵感所引导的优秀的口述历史。

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描述性的标题获得一
些乐趣。天丽为这本书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聊
聊中国艺术与澳大利亚的缘分》。也就意味着
这些对话是关于中国艺术与澳大利亚的巧合
或机遇。如果我们单说happenstance（偶然
性，机遇），再看看天丽自己名字的这两个字，
其本身就能完美的诠释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
天，天堂、天国的、天下的；丽，正如美丽一词，
漂亮美好。也就是说：天丽，天下之美好。要知
道celestial一词源于多个不同的词语，大体上
是指中国，就如同“天朝”或“天下”。在19世
纪欧洲人占主导的澳大利亚社会这个词语被用
作对中国人民的轻蔑、挖苦或讽刺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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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该词语后来就废而不用了，直到最近又
重新浮现并带有积极的含义。比方说，2014年
在悉尼博物馆展出了关于早期中国移民的作 
品Celestial Sydney（“异乡，悉尼华人的故
事”）。我喜欢使用celestial和celestials这两
个词的现代含义，就如同一个双重讽刺，既承
认早先那段历史，也是对那种态度的摒弃，并
强调华人已能很好地融入澳洲社会。

这本书正是对这种融合某一方面的描述，关于
Celestials（天下）和华人赋予这个国家的美
丽。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艺术之美丰富多彩，以
多种纬度呈现：从关伟的政治社会评论，到Ah 
Xian对瓷器和景泰蓝的人形研究，再到天丽自
身对绘画和剪纸艺术意识和记忆的探索，还有
肖像艺术。尽管这些华人艺术家的才能绝不局
限于肖像艺术，但令人毫不奇怪的是他们中约
有三十人进入了阿基鲍尔肖像奖（Archibald）
的决赛，天丽本人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这种艺术已经出现，澳大利亚的艺术界
当然已经知道了，但天丽的绝妙想法是在澳大
利亚华人艺术相互关联的故事中捕捉到这些人
的声音——艺术家以及那些推动其发生的人，
如梅卓琳、周思、Edmond Capon、Gene 
Sherman和芮捷锐。天丽作为社会历史学家
和讲故事的人，邀请他们坐下来，为他们一一
勾勒，引导他们谈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用她
自己的想法或观察到的某个表情、某次微笑或
大笑为他们的对话加注标点。

要把这些变成一个引人入胜的叙述需要高超
的技巧和创造力。并且这不仅仅是一个聪明的
想法，而是成为了现实，使其成为一个伟大的
故事，展现出华人为澳大利亚所做的诸多贡献
中虽小却重要的部分。Celestial Beauty（天
下之美好），可以是一个隐喻，既意味着小的
那部分也影射着全局。感谢你，天丽，谢谢你
能捕捉并将其用如此美妙的“中澳”方式展现
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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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自己当根葱

2018年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中国
春节庆祝活动致辞

韩静博士，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传媒
艺术学院副院长，高级讲师

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
核心研究员

SBS电视台总字幕师

“别拿自己当根葱”是一个中国俚语，意思是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但为什么是小葱呢？我
也不知道。我猜想可能是因为葱是中国菜中用
途最多的配料，因而被认为很重要或不如说是
妄自尊大。但如果是在澳洲，姜远比葱更有价
值，价格也贵了很多。一公斤姜最高可卖到40
澳元。也就是说如果用本地化的方式来处理，
这句中国俚语就应该被译成“别把自己当个
姜”。我人生的旅程就是这样开始的。

1977年，当邓小平恢复了高考（中国的大学入
学考试），我只有15岁，还在中学读书，梦想着
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纺织厂的女工。然而我
的梦被我妈妈给扰乱了，她坚持要我去大学学
英语。我妈妈曾在青岛的教会学校学习，她热
爱英语，但却在加入革命生产力之后没能有机
会继续英语的学习。于是，就像所有其他的中
国父母一样，我妈妈把她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
转嫁到了我身上。碰巧的是，她的理想和我的
一致，所以我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拒绝的意思。
于是，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然后出国来到
了澳大利亚。

当我在中国学习英语的时候，我们的学习资料
非常有限，只有一些19世纪的英文小说和两部
录像带电影：《音乐之声》与《简爱》。我们把
这两部电影看了无数遍直到我们班的每一个
女孩包括我自己都爱上了Rochester先生。因
此我对于英语世界的了解几乎都是基于那些19
世纪的小说和那两部电影。1988年，当我独自
一人坐上飞机离开中国（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也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祖国）到悉尼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时，我一点也不害怕。有一句中国老
话叫“不知者无畏”。当时的我甚至都不知道
要带什么东西去澳大利亚。一个去过美国的朋
友建议我带很多很多洗衣粉，他说这样可以省
钱。我很虔诚地听取了他的建议，塞了五大包
洗衣粉进我的行李箱。结果这些洗衣粉最后
被证实就是浪费精力，而且我花了好长时间都
用不完。

我在周六的早上抵达了悉尼机场，还以为那天
是工作日，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周六就是工作
日。我甚至完全没有想过我应该告诉别人我来
了，而是觉得悉尼大学肯定会派公交车等在机
场外，还有一个颜色鲜艳的标语写着“欢迎新
同学”，因为在中国会是这样安排。当我发现机
场根本就没有悉尼大学接我的人或公交车时，
我整个人都呆住了。我想方设法到达了市中心
的旅馆，花了70澳元住了两晚。

在悉尼我没有看到Rochester先生，但是我
认识了Leonie Kramer教授，这位教授彻底
改变了我的生活。我生长在社会主义环境下，
我所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而其他一切，
无论好坏，都由国家、大学、老师和家长负
责。Kramer教授教会了我，想要自由地选择
首先必须要能做到独立——独立既是一种能
力，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她给予我很多自由探索的空间，让我去思
考想做一篇怎样的论文，而我也学会了如何去
珍惜这种自由并从中获益。我从澳大利亚现代
小说开始，结束于20世纪现代主义。Kramer
教授指引着我，鼓励着我成为一个能独立思
考的人和一个能独立评论的人。而最重要的
是，Kramer教授为我争取到了奖学金，这笔钱
支付了我的学费。在当时，为学习文学的国际
学生争取奖学金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但如果
没有那笔奖学金，我就不可能完成我的博士学
习，今天我也不可能站在这里和你们说话了。
后来，Kramer教授成为了悉尼大学的校长。
这样一来，很有趣的是，Kramer教授在我刚
来到悉尼大学时作为我的导师接待了我，又在
我的毕业典礼上亲手颁发了我的博士证书向
我告别。当她和我握手时，她说：“我们做到
了。”我今天所取得的成功和成就都要归功于
Kramer教授，而我也将永远感激她对我的指
导和教育。

我16岁的时候开始上大学。在我花了接下来的
16年时间在各个大学攻读了一系列的学位之
后，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很想离开这个
狭小的学术世界，走进更大的真实世界。我的
第一份工作是在联邦退伍军人事务部进行数
据输入。我从来没在办公室工作过，所以我喜
欢这种新鲜感。而最棒的是，我们可以边听着
录音机边进行数据输入。所以我迷上了John 
Laws秀，学到了很多关于澳大利亚政治的知
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兴趣和想法。
而我的办公室生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的上级是一个说话严肃、长相严肃的女士，
她来自菲律宾，爱区别对待自己喜欢和不喜欢
的人（我并不是说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很快我
就进入了她不喜欢人的名单，因为我无意中挑
战了她的规则。根据职业健康条例的规定，我
们每工作一个小时后都可以有十分钟的休息时
间。我8:30开始工作，所以9:30开始休息。她
看见我在喝茶就告诉我说休息时间是整一个
小时后开始，如果你错过了就只能等到下一个
小时。我说这样不公平，也不是健康条例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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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目的。在那之后，她就不喜欢我了，还不停
地给我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于是我就想我
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我们的关系。一天我看到
了机会并抓住了它。她和我两个人单独在厨房
里，我满脸笑意地问她：“你的宝宝什么时候
预产期？”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就离开了。我
刚生完小孩所以我知道怀孕是什么样子的。我
感到很困惑直到一个同事悄悄告诉我：“根本
就没有什么宝宝，她是长得胖。”当时我多想掐
自己一下！在那之后她就对我更加苛刻了，直到
有一天进来了一个电话。她接起电话我听到她
说：“博士？这里没有什么博士”，然后准备挂
电话。我走过去说：“有可能是找我的”，事实
证明的确是我的电话。她问我：“你是一个博
士？什么博士？”我告诉她我取得了英语文学
博士学位。她恰好是一个非常崇拜接受过高等
教育的人。在那之后她马上成为了我最好的朋
友，与我形影不离还把我介绍给每个人。在我
找到更好的工作离职时，她为我举办了一个盛
大的告别派对。

当我申请新南威尔士州司法部的受害者赔偿
仲裁庭的职位时，人力资源部经理Therese
面试了我，她问我：“我注意到你有一个博士
学位。你是否介意做一个基层的职员？”我
回答说：“我一点也不会介意，凡事都有个开
始。”Therese说：“你显然是一个很聪明的
人，你很快就会有提升的。”她说对了。在两年
的时间里我获得了三次升职并成为了赔偿部经
理，负责仲裁庭最大的一个部门。我在仲裁庭
里工作了十年，期间我熟悉了澳大利亚政治司
法体系，如何制定和执行一项法律。我学会了
与律师辩论，与遭受过暴力犯罪受到严重创伤
的受害者们交流，我的人际沟通技能达到了另
一个层次。而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富有同情
心而不是随便评判别人。

在我被司法部录用的当天，我也收获了SBS电
视台普通话字幕员的工作。于是白天我通读关
于暴力犯罪的警察简报，晚上则沉浸在给艺术
电影做字幕的工作中。这样的双重身份为我提
供了难以置信的平衡。2006年SBS给了我总字
幕师的职位，我依依不舍地辞去了司法部的职
务。就在我刚要有机会喘口气的时候，西悉尼
大学为我提供了教授翻译研究课程的职位。正
如人们所说，其余的都是历史。自那以后我又
第二次过上了双重生活。

如果你问我最高水平的跨文化能力是什么，
我会说是幽默感。想要真正懂得并了解一种
文化，你就需要学习并能欣赏其幽默感。当我
第一次看美国情景喜剧时，我无法理解那些笑
话，尽管我听得懂他们所说的每句话。我花了
好一段时间才能理解那些幽默。一直以来我最
喜欢的英国电视剧就是《是，大臣》和《是，首
相》。总的来说澳大利亚人都很有幽默感，经
常爱开玩笑。当我还在悉尼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在超市做收银员。一天一个客人在结账时问
我：“你会说别的语言吗？”我回答：“是的，我
会说普通话（Mandarin又有柑橘的意思）。”
他马上说：“哦，我会说橙子（Orange）。”

在SBS我从不告诉人们我有博士学位。一天当
和我共事了十年的同事Jeremy发现我有博士
学位时，我听到他跟别人说：“你们知道吗，静
有博士学位，但她人很好。”

最后我想用下面的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讲话：
生命在于学习，学习是一种享受。别把自己当
个姜。

非常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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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文学与中国：过去，现在
和未来

李尧教授十卷澳大利亚文化作品翻
译集发布会，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
院，2018年4月12日

周思，阿德莱德大学英语与创意写作教
授，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讲座
教授

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10卷澳大利亚文学作品
的中文翻译。更别说这些翻译作品都是出自于
一个人之手：李尧教授，今天他也在这里。而
这些还只是他所完成的30多本澳洲书籍翻译
的一个节选，包括短篇故事、儿童书、Mara 
Moustafine的《情报人员与间谍——哈尔
滨档案》、Kim Scott的《心中的明天》以及
Richard Flanagan的《吉尔德的鱼书》。今
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朋
友李尧所取得的成就，2008年他就荣获澳中
理事会的金奖，2014年他获得了悉尼大学的
荣誉博士学位。我们今天的活动也是更广泛的
纪念活动的一个部分。今年是澳中理事会成立
40周年。从一开始，澳中理事会就很支持澳中
两国之间文学上的交流，包括翻译和出版。今
年，中国澳大利亚研究会也在庆祝成立30周年
的纪念日。1988年，当澳大利亚举行双百年庆
历史时，北京外国语大学在中国举办了首届澳
大利亚研究会。北外将于今年6月举办该研究
会的周年大会。看到这些倡议的延续和持续发
展，并能庆祝其中的许多持久的关系是一件很
让人欣慰的事情。

1988年我帮助组织了那次会议并于那时认识
了李尧。当时他与胡文仲教授一起工作，胡教
授是北外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他主持了
那次会议并主持了Patrick White的小说《人
树》的翻译工作，该翻译作品于1991年首次出
版，是10卷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一本。
感谢胡教授和今天在座的梅卓琳教授，正是因
为他们，我当时才会在中国。我于1986年到中
国教授澳大利亚文学，并开展写作工作。1987
年我被任命为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
赞。当年在与中国作家的接触中我发现有两本
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是他们所熟悉的，一本是
Colleen McCullough的《荆棘鸟》（她的作
品也被纳入了这10卷作品中），一本是Patrick 
White的《风暴眼》（由朱炯强译）。换句话
说，当时的中国已经对澳大利亚文学有了一定
的了解。今天我想指出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在
这个背景下很多人参与其中完成了这些工作。

李尧本人讲述了文革后不久，在内蒙古的他就
经由他的澳大利亚老师Alison Hewitt介绍，认
识了澳大利亚小说家Henry Lawson的精彩故
事。欧阳昱和其他一些学者追溯到1949年以前
的民国时期，发现那时就有澳大利亚文学作品
被翻译成中文，而其他一些学者包括李建军研
究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几十年里主
要由澳大利亚左翼作家出版的重要文学作品，
这在当时是作为冷战期间文化交流的组成部
分。比方说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女诗人Dorothy 
Hewett曾在澳大利亚政府知晓的情况下于
1952年拜访中国。

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访澳作家于
1980年参加了阿德莱德作家文学周。这批作
家中包括著名诗人、翻译家和学者王佐良教
授，他曾充满热情地记录下这段经历。作家
代表团在悉尼会见了澳大利亚著名作家Tom 
Keneally，他们在美丽的港湾边共进午餐，
令人印象深刻。我们也欣喜地看到Keneally
的作品被纳入了这10卷书中。澳大利亚作家
代表团于1981年回访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包
括Christopher Koch，Hugh Anderson和
Nicholas Hasluck——三个带有不同政治色
彩的“火枪手”。在其日记中，Hasluck写到：
在他们与中国作家和学者的座谈会上，中国作
家和学者对Frank Moorhouse和Michael 
Wilding的作品比对那些早期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作家的作品更感兴趣，尽管令人敬畏的
戴乃迭（著名翻译家，许多澳洲人的老朋友）
曾谴责《危险年代》一书是“一本颓废的书”
。Moorhouse曾和Rosemary Dobson一起
于1983年拜访中国。他用另一个身份Francois 
Blasé在一篇名为“文化代表”的文章中对可能
发生的事情作了一个滑稽的虚构叙述。我不知
道这篇文章有没有被译成中文。1987年北外主
办的期刊《外国文学》刊登了一个澳大利亚专
版翻译的Moorhouse和Helen Garner的作
品，以及Jack Hibbard的戏剧《舒展的想象
力》，这部作品可以说是在中国上演的第一部
澳大利亚戏剧。

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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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是多年来澳中两国文学交流互动
的印证。Gail Jones、J M Coetzee、David 
Foster和Christina Stead小说的译本出现
了，还有Robert Hughes、Germaine Greer
和Eric Rolls的非小说类文学作品，以及Doris 
Pilkington的《防兔篱笆》，当然还有许多种类
的诗歌作品。安徽合肥大学的大洋洲文学研究
所出版了一大批翻译作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黄源深教授是《
澳大利亚文学史》（2014年修订版）的作者并
翻译了许多经典作品，包括《我的璀璨生涯》、
《我能跳过水洼》、《内陆惊魂》和《露辛达·
布雷福特》。王光林翻译了Brian Castro的《
上海舞》，也被李尧纳入其藏品中。我们还应
感谢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文学董事会长期以来
给予这些项目的大力支持。

人们常常会问为什么有些书被翻译了而有些书
却没有。李尧的10卷本中许多作家和标题都与
中国有关，这是选择的原则之一。许多作家都
获得过奖项。Peter Carey的《凯利帮真史》
（2000）为他赢得了他的第二个布克奖。Brian 
Castro的《Birds of Passage》（1983）被认
为是亚洲澳大利亚文学写作中的先锋作品，于
1982年赢得了Vogel奖。Alex Miller的小说《
浪子》是另一部突破性的以小说的形式对澳大
利亚华人经历的探索，并获得了1993年的迈
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Alexis Wright的《卡
彭塔利亚湾》荣获了2007年的迈尔斯·富兰克
林文学奖。李尧的中译本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中国作家莫言在北京发布。上个月Alexis重
访了中国。费子智，有时被叫做“Possum”是
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于二战后被邀
请回到澳大利亚成立了澳洲国立大学的远东
历史系。他晚年的回忆录讲述了一段从伦敦的
童年生活到20世纪中叶饱受战争摧残并经历
革命的中国，再回到澳大利亚的历程，这也回
答了我们许多人都问过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是
中国？他的回忆录为澳洲文学写作做出了很好
的贡献。David Walker的回忆录《Not Dark 
Yet》同样回顾了他在中国亲身参与澳研工作的

那段经历。而我自己的小说（我很自豪它们也
位列其中），来自于我在中国的岁月，我不断往
返于澳中两国之间，试图去想象或许只有文学
才有可能实现的事情。

今天的活动是建立在中澳文学论坛的基础上，
该论坛是由西悉尼大学的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
和中国作家协会于2011年合作开启，见证了许
多澳大利亚作家与中国同行的相遇相知，而李
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很欣慰西悉尼
大学能为这个项目提供支持，今天的发布活动
也让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和由新院长王腊宝教
授领导的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达成了合作。

我们今天看到了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在中国蓬
勃发展的证据，就像去年我们在墨尔本举办的
ASAL会议上所看到的主题“往里看，往外看：
中国与澳大利亚（Looking In, Looking Out: 
China and Australia）”，当时那么多来自中
国的学者，无论是年长还是年轻一辈都发表了
讲话。在那里我很欣喜地发现澳大利亚文学
作品中最早拥有中文版本的作品之一是一本叫
做《多妻毒》的小说，于1909-10年由墨尔本中
文出版社连载出版。刚才我就过去40年分享
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展望未来，我认为我们可
以确信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式将继
续给我们带来惊喜，并继续帮助我们这些澳洲
人。那些能够接近看似熟悉事物的新方法扩展
了我们看待自己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像别人看
待我们一样看待自己——其他的人、其他的文
化——当我们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为我们
所处的位置而困惑时，学会如何更好地欣赏并
参与到那些已经在发生的跨文化的行动中，必
定将是这个社会未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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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宜安教授（Professor	Ien	Ang）

“唐人街”已经成为了全球都市的一种现象。
许多游客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旅行时都会预
期该城市里有唐人街，无论是在北美、亚洲还
是澳大利亚。在这些城市里他们期望获得的是
一种地道的“中国”氛围，在那儿他们能吃到
价格低廉的中国食物，围坐在铺有福米加塑料
贴面的餐桌边，简陋的餐馆有着红灯笼或其它
典型的中国式装饰物。我对悉尼市唐人街的研
究工作是和文化与社会研究院的几位同事一起
进行，并与悉尼市议会合作完成的。此项研究
工作的目的是深入唐人街刻板形象的背后去揭
开这一城市现象错综复杂的现实，它是如何随
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的，又可能会有怎样的未
来。在这一背景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非所
有的唐人街都是一样的，但每一个唐人街都需
要人们根据其更广阔的都市和国家背景来进行
了解。换句话说，唐人街不只是一个全球现象，
也是一种拥有地方特色的现象。 

悉尼市的唐人街位于市中心南端的德信街，形
成于20世纪20年代。这里曾经是一个贫困地
区，许多中国移民聚集于此开始自己的小本生
意、餐馆、寄宿公寓及贸易行，这里与当地的果
蔬市场相邻。几个中国的氏族协会也在这里安
家，购买了当地的房产，并留存至今。对于华人
而言，那段早期的岁月很是艰辛，当时澳大利
亚奉行“白澳政策”，对华人的歧视极为普遍。
当时的唐人街被看作少数民族聚居区，一个文
明人士不得进入的地区。让我们把时光快进50
年，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政府终止了官方种
族主义并采取多元文化政策。也正是在这一时
期，唐人街得以翻新并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
有趣的是，直到那时该地区才被正式贴上了“
唐人街”这一标签（该词汇原仅限于北美地区）
，而极具中国特色的建筑风格被人为地引进，
如著名的中国式礼仪拱门、石狮子、建筑物上
的绿色上翘屋顶——市议会将它作为其深思
熟虑的战略的组成部分来强调突出该地区的“
中国性”。许多当地的华人企业家都支持这一
改造举措，他们觉得这样做有益于生意。让我
们再次快进50年，我们发现悉尼市的唐人街正
在逐步转型。它仍旧是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
但更为重要的是，该地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居
民涌入——许多都是来自不同亚洲国家的国际
学生——这些居民现在都住在唐人街周边的
高楼里。新的商业机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
中的许多商机都是为了迎合这些新的年轻客户
群，更富有的城市居民及游客，而许多游客正
是来自于中国。 

由于该地区正处于城市发展极具动态的阶段，
现在的问题是该如何为唐人街的未来做打算。
对于悉尼市老一辈的华人社区而言，唐人街仍
旧是其历史遗产中重要的标志。他们希望这一
遗产能得到保护和保留。而新一代中国移民对
这段历史知之甚少；于他们而言，唐人街更像

是一个古色古香的娱乐区。与此同时，对房地
产开发商与投资者而言，对这里进行利润丰厚
的再开发时不我待。基于这样的背景，悉尼市
议会须认识到唐人街所具有的持续的文化重要
性，而非仅仅考虑其经济价值。我们的研究工
作旨在阐明这一文化的重要性，不只局限于历
史，在当下全球化的互联世界里也同等重要。 

在我们2016年为悉尼市议会所做的报告《亚洲
世纪下的悉尼唐人街：从民族聚居地到全球中
心》里，我们描述了在过去十年间，唐人街作
为多种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日益凸显，尤
其是来往于亚洲。该研究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
会联动基金（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Linkage grant）资助，通过对就业和商业数
据的统计分析，采访市议会工作人员、社区及
经商人士，请国际学生完成问卷调查，就该地
区众多商业、社区、艺术活动的观察总结来描
绘出一幅现今悉尼唐人街复杂多变的画面。导
致唐人街演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
大陆日益突出的影响力，无论是在这里经营的
各类餐馆（如川菜或云南菜）、愈加通用的普
通话、还是中国大陆投资者日益频繁的商务活
动，无不体现着这种影响力。与此同时，该地区
也见证了一大批泰国、韩国、印尼及越南人的
涌入，使得唐人街/禧市成为了悉尼市最为多元
化的亚洲区域。在我们即将推出的新书《解锁
唐人街：中国时代下的泛亚洲城市主义》中我
们讨论了悉尼唐人街现今动态的文化复杂性，
该书将于2019年由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
集团出版。 

唐人街正处于过渡转型时期。我们期望这里将
拥有一个繁荣的有包容性的未来，勿忘其在澳
中关系发展史上的作用以及在澳中两国人民友
谊发展中的作用。 

 ≥ Alexandra Wong, Kay Anderson, 
洪宜安&Donald McNeill, 亚洲世
纪下的悉尼唐人街：从民族聚居地
到全球中心（Parramatta:文化与
社会研究所，2016）https://www.
westernsydney.edu.au/__data/
assets/pdf_file/0009/1086885/
sydneys_chinatown_in_the_asian_
century_research_report.pdf

 ≥ Kay Anderson, 洪宜安，Andrea Del 
Bono, Donald McNeill. 解锁唐人街：中
国时代下的泛亚洲城市主义（伦敦：罗曼和
利特尔菲尔德，2019） 

研究
悉尼市的唐人街

Jason Wing的艺术作品《两个世界之间》。摄影：Kay 
And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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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艺超（Christopher	Cheng）

今年是自麦世英于1918年抵达澳大利亚以来，
华人在澳大利亚定居的200周年。我们的国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成为了一个多元文
化社会，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但在翻读澳
大利亚历史书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尽管华人是
除了欧洲人和土著人以外在澳大利亚定居时间
最长且最大的群体，我们对他们特殊的习惯和
传统却知之甚少。比方说，人们仍然感到疑惑：
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华人还是会捐款给他们的
家乡，又或者为什么他们这么重视教育。

人们对在澳的中国学生的固有印象就是好学
用功，他们对待教育的态度极其认真；在过去
的一二十年间，许多有留学意向的中国大陆学
生都把澳大利亚看作是出国深造的优选地。然
而，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19世纪晚期，一些
在澳出生的孩子会被送回中国接受教育。与此
同时，在澳的华人会寄钱给珠江三角洲的家乡
来修建现代化的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自2017年以来，文化与社会研究所的一些研究
学者（包括卞丹尼斯，洪美恩，韦迈高和黄慧
华）一直采访来自中山、现定居于澳大利亚的
家庭，并记录中国移民在中澳遗产走廊的建筑
遗产。从我加入这个项目（作为我博士研究的
一部分）以来，得到研究所的奖学金资助。我
的研究是了解中澳遗产走廊的侨民所资助的学
校是如何实践。我试图解读是什么样的文化纬
度和物质参与度使教育慈善的做法被接受，甚
至被在澳的华侨当作是一种义务。 

为了更理解现代化学校在澳中历史上的作用，
请允许我就建筑构造的比较来举例。今天毫无
疑问的，任何一个去欧洲旅行的游客都会赞赏
欧洲大教堂和教堂建筑的宏伟壮观，即使这位
游客对于激发欧洲人创造灵感的信仰或是建
筑传统只有模糊的概念。同理，在中国南方不
计其数的侨乡里所修建的侨捐学校也是如此。
无论访客对中国建筑有多少了解，当他们第一
次看到那些学校时就能马上感受到这种移民审
美观，从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然而，这些令人
印象深刻的学校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环境下
却显得格格不入。比方说，在民国时期（1912-
1949），新古典主义的欧式风格外墙最初颇受
人们青睐，直到国际现代风格开始流行并产生
了装饰派艺术建筑。之后在改革开放时期，一
种被称作“中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学校建筑自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许多村镇出现。这种青
黄竹琉璃瓦屋顶让游客或澳大利亚海归马上
想到悉尼唐人街的建筑风格。无论学校建筑属
于哪一个时期，这些新的多层混凝土玻璃结构
与旧的单层木制或泥砖民居，以及自晚清以来
就司空见惯的灰砖石庙和祠堂都大不相同。

在过去的一年间，我认识到当中国在上个世纪
还很贫穷的时候，生存是头等大事，也是大多
数中国人民的终极目标。许多学子不得不早早
辍学，甚至是根本无法上学，转而去田间劳作
或打工挣钱。有些人去了更远的地方，到达大
洋彼岸。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时期（19世纪40
年代）颇为明显。对那些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生
活并受战争影响的人们来说，汽船的出现使跨
越太平洋也成为可能。而几乎与此同时在澳大
利亚的土地上，囚犯劳动力供应的减缓也证明
了引进中国劳工的合理性，就在中国劳工抵达
后不久，金子被发现——于是更多人自愿前往
澳大利亚。

中国移民有几个特点值得指出。首先，早期的
移民主要都是青壮男性。其次，这些移民非常
勤劳节俭，而这两点在当时都引起了澳大利亚
当地人的误解和忧虑。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辛，
但对这些人而言，这里比他们饱受战争摧残的
国家要好多了。除此以外，他们还能汇款给家
乡，正如今天世界各地尽责的移民一样，这使
得苦日子变得可以忍受。

回顾历史，只有极少数的中国劳工带了他们的
妻子来澳大利亚。更多人选择了与白人女性或
土著女性结婚。这一结合让后嗣身上肩负着至
少能保留某些中国民俗的期望。有很多男孩被
送回中国学习中国的传统，比如怎样做一个孝
顺的儿子，并接受中国式的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见过世面”，许多归国者
还是常被称为“很传统”或“保守”。新获得的
财富并没能改变新贵们的生活。与之相反的，
这意味着归国者终于能够履行加注在他们身
上的儒家义务了，也就是为他们的祖先带来荣
光，荣归故里。遵循这样的价值观，并作为荣
归故里的一种方式。富有的归国者支持建设学
校的项目，而没有那么富裕的则会竭尽所能地
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可以预期能有机会上学
的受益者们会热切珍惜这样的机遇，要知道他
们的先辈中有许多人都无法拥有上学念书的机
会。而许多侨民捐助者往往也没有机会接受教
育，对他们而言，没有什么比能为年轻一代提
供受教育的机会更重要的了，这样其子孙后代
将能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个体。

据我了解，中国南方村镇里的生活自南宋时期
以来的800多年间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这一持
续性受到地域分离的冲击，以及海外移民所带
来的社会经济转型影响。在此之前，人们并没
有什么动力学习，除了一些有抱负的学者想通
过教育来从政，其他无法实现抱负的就只能在
乡村里做一个薪资微薄的老师或文士。尽管科
举考试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但对那些家庭不
富裕的人来说却是遥不可及。海外移民去澳大

澳中历史

1930年蔡氏兄弟出资建立的礼和中学旧址。蔡氏兄弟在
回中国创立大新百货前曾在悉尼经营水果批发生意。照
片摄于2017年珠海唐家湾外沙村。

郑艺超采访曹边学校的校友. 这位校友是曹边学校1929
年建校以来第一届学生。照片摄于2017年12月。

利亚发生在20世纪之交、清朝政府被推翻之
际，它改变了这种封闭的情况，使现代教育得
以普及。就此意义而言，我假定这些侨捐学校
本身就是文盲荒地上的“灯塔”。因为能写信
才能与海外的亲人保持联系，这赋予了读写能
力一种全新的意义。此外，移民前时期的村庄
没多大任何变化，更别说用物质现代化来促
进新的生活方式了。没有视觉辅助工具或者地
图、没有校铃、当然更不会有篮球比赛！因此我
的研究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希望能向接受多元
文化历史的澳大利亚致敬。与此同时，还希望
能为一个有着共同愿景、具包容性的未来做贡
献，打破地理和语言的隔阂，揭示华人移民为
澳大利亚带来的文化习俗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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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Henry & Co. on Unsplash

跨文化幽默

中国幽默与中国文化一样多姿多彩，体现了中
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既有经济发展带来的飞速
变化，也有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越来越紧密的
联系。自从2013年和2014年出版了两本关于
中国幽默的开创性著作以来，世界各地的学者
都就幽默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发表的刊物也显著增加，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引
用了我的作品及我的合著者/合编者Jessica 
Davis博士的作品。我为诸如《幽默》和《欧洲
幽默研究》等重要期刊校阅了其中的一些作
品。总的来说，我发现他们大多专注于中国的
政治幽默和新媒体幽默，但不乏有一些极具洞
察力的研究涉及了地方层面的社会学研究。  

我在2016-2017的年刊中曾提到过，几个世纪
以来，汉语的独特特征塑造了中国幽默。同音
异义词的优势使得汉语特别容易用双关语。这
也是我研究中国谜语的起点。然而，如果不理
解教育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以及谜语在历

史和传说（这些都是常见的话题）的代际交流
中的作用，那我们就无法理解这种幽默形式的
重要性。

在中国的公园及其他公共场所, 灯谜是一种常
见的娱乐形式，尤其是在春节期间。近几个月
以来，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跨文化幽默，尤其是
与澳中两国有关的。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大多数
学者都把重点放在了幽默在通过突出邻近群
体及国家的荒谬或不足来加强本国或地方认同
感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此种分析忽略了幽默
在缓和不宽容和建立一种能强调共同价值观
和共同人性的“中间地带”中所起的作用。我
希望能于2019年初的国家幽默研究会议上与
大家分享关于这一话题的论文，文章将以 Ted 
Dyson （1865-1931）关于维州金矿中国工人
的故事为案例进行研究。

梅卓琳教授（Professor	Jocelyn	C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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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翘玮博士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人类几乎独力改变了海平
面、大气成分以及地球的表面和深度。在2000
年，Paul Crutzen和Eugene Stoermer两
名科学家宣称我们已然进入了人类世，这是一
个全新的地质时代，在这里人类活动对气候、
物理环境及居住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起主导
作用。 

十年间，人类世已经发展成一个综合艺术和文
化研究的多学科领域。然而，它主要是按照欧
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来定义的。我近期的研究工
作是探索关于中国电影和艺术的研究能对人类
世持续不间断的讨论起到什么作用。研究中的
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研究动物和其他非人类生
物物种是如何在当代视觉文化中被使用、表现
和重新想象的。从主流电影到概念装置艺术，
我考察了近期中国电影和当代艺术能在多大程
度上揭示出环境连通性和多个物种共存的问
题，并揭示在人类世人类活动对非人类物种所
造成的环境不公义。 

我的一些研究发现将发表在即将出版的两本书
的章节中。在《海豚与美人鱼：香港的物种濒
危问题与多物种共存及周星驰2016年的电影“
美人鱼”》中，我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
以来，香港中华白海豚种群的急剧减少就引发
了一系列公众的反思。将濒危的中华白海豚问
题与周星驰2016年的喜剧电影“美人鱼”放在
一起，我认为这部电影中的神话生物既是对中
国在过去二十年城市过度发展所造成的环境破
坏的一种批判，也是对剧烈转型中的后殖民香
港的一个寓言故事。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像“
美人鱼”这样吸引大众眼球的大片在传递有效
的生态关键信息方面往往不尽人意，主要是由
于其浪漫且戏剧性的商业化情节阻碍了观众作
出更具批判性的思考。

在《人类世的蠕虫：徐冰“养蚕系列”的多物
种世界》中，我把注意力从电影转移到了实验
性的装置艺术上。聚焦于使用活昆虫的装置艺
术，我认为著名艺术家徐冰的《蚕书》（2014）
是“人类世多物种环境的一个恰当比喻，在这
里非人类物种越来越多地表现其物质存在和力
量来影响环境，而与此同时人类继续在塑造世
界方面发挥作用”。简而言之，尽管装置艺术中

使用的昆虫有可能成为虐待和剥削非人类生物
的一种形式，但由此创作的艺术作品和表演却
可以促进我们对自身与非人类世界的复杂关系
进行生态关键性的思考。 

我的作品展现了无论是商业电影中非人类生物
的隐喻表现还是概念装置艺术中活体动物和
昆虫的物理存在，都能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人
类、动物与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矛盾关系，

以暴露出非人类物种的从属和被剥削地位，与
此同时推广当今世界多物种共存的概念。

这些章节将于我即将推出的新书中发表：《
体验记忆，嵌入式治疗：来自东亚的新生态
视角》（由刘辛民教授（美国）和黄逸民教授
（台湾）主编，Lexington Books出版，将于
2019年推出）和《中国环境人文：边缘环境实
践》（由张嘉如教授（美国）主编，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将于2019年推出）。

人类世中的多物种共存	

徐冰创作的艺术品《蚕书》。于2014展于亚洲协会香港中心 《徐冰：变形记》。（照片由本文作者摄于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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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澳大利亚小说
王腊宝教授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
末，在北京、上海、苏州和合肥等地较早成立的
一些研究中心都开展过文学研究。当我们回顾
三代中国学者就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所取得的
成就时我们认为是值得庆祝的。然而，最近当
澳中关系如过山车一般迂回前进时，越来越多
的人被吸引离开了文学阅读，转向媒体政治经
济评论中更为直接有趣或轰动的内容。目前，
两国最重要的决策者都认为在中国开展澳大利
亚文学研究说好听点是人畜无害，说难听点完
全就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长期以来，由于研
究人员的短缺及研究资源的无法获取，对澳大
利亚文学的研究工作已经遭遇了重重阻碍。当
前这种大范围的远离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举动
值得关注。2018年，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文
化研究院（ACIAC）有幸请到了中国翻译澳大
利亚文学作品最多的杰出翻译家李尧教授在西
悉尼大学举行其《李尧译文集》（10卷本）的发
布活动。然而，像李尧教授这样在中国从事澳
大利亚文学翻译的人正变得越来越罕见。随着
越来越多的人试图成为政治观察家，我们将失
去大量的读者和翻译人员，同时也将失去一个
脾气温和的评论家团体，这个团体的成员们对
阅读澳大利亚文学作品感兴趣且具备相当的专
业知识。由此所带来的后果很多。其中之一就
是关于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澳大利
亚作家的作品所进行的广博而有见地的讨论
会显著减少。当一个国家停止阅读另一个国家
的文字作品，双方所产生的误解会变得更加不
可避免。我就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做一个项目
的想法（该研究项目获中国国家社会科学研究
基金支持），始于我想针对这些问题及关切做
一个理智的回应。

澳大利亚的后现代小说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
代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被归为“新文学”，80年
代成了“新小说”，90年代成了“后现代文学小
说”。到了千禧年以后，所谓的后现代文学写
作方式就变得无处不在。Ken Gelder和Paul 
Salzman将澳大利亚后现代小说称为“一种
松散的且经常有争议的流派”，但他们将“游
戏的”和悲观的后现代主义区别开来，他们认
为，“严肃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寻求一个崇高
的时刻，当它的高度自我意识与叙述的重要性
融合在一起时.....它渴望能对荒谬性（但又不是
喜剧）有着文化的高度洞察力来满足小说对代
表性的追求”。Gelder和Salzman认为澳大
利亚的后现代写作对“后现代崇高”的呈现感
兴趣，所以属于后者。 

对许多中国读者而言，后现代写作中的崇高表
现形式似乎和欧美作家的游戏表现形式一样令
人沮丧。这是因为，尽管任何一个后现代主义
作品的实验主义形式都足以让中国读者望而却

步，但澳大利亚的一些后现代小说所突出的文
化差异也可能令人非常沮丧。 

Gail Jones于2007年出版的小说《抱歉》就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小说叙述了一个白人女
孩因其父亲性骚扰她的土著朋友而杀害了他之
后所经历的震惊。从风格上来说，这部小说有
着诗意的抒情性；从形式上来说，这部小说有
着支离破碎的非线性，而所有这些都使得人们
很难读懂这本小说。在2008年，该小说被两位
中国翻译家译成了中文并由上海艺术出版社出
版。但让人遗憾的是，长期一段时间以来这部
小说都没有获得很多读者的关注，即使是作家
本人亲自到中国举行讲座。我们只能找到一个
关于该小说的简短评论，那是一个网友对小说
的介绍，介绍一开始对小说进行了合乎情理的
评价，但是很快问题就出现了，该作者并没有
真的理解这个故事：一方面他没搞清楚到底是
谁杀害了那位父亲；另一方面他把小说家所表
达的“抱歉”与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发表
的全国讲话中的“抱歉”混为一谈。 

Richard Flanagan的第六部小说《行过地
狱之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小说讲述的
是一个澳大利亚医生为记忆所困的经历，他的
这些记忆包括在他因战争而离开澳大利亚之
前和其叔叔的妻子发生了恋爱关系的记忆，以
及他后来的战俘经历。爱与战争，这两个主题
的普适性赋予了这本书诱人的吸引力。小说于
2014年荣获了布克文学奖使其迅速成为中国
出版商的宠儿。2017年，该小说两个不同的翻
译版本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去年早些
时候，Flanagan随同澳大利亚作家周活动亲
自前往中国介绍这本新书。但对于该小说人们
除了通常的礼节性的赞扬外并没有很多严肃的
批评性的理解。 

如果说《抱歉》试图要表现的澳大利亚复杂的
社会习俗使人困惑，那么《行过地狱之路》中
所传播的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似乎同样很挑战中
国读者的理解力。现在人们对这些书所能说的
就是：小说已经在中国出版了，只是人们不去读
它们；有些人可能已经开始读了，但却无法理解
它们。在中国研究澳大利亚文学已逾40年后的
今天，澳大利亚文学在中国却是如此惨淡实在
令人遗憾，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为什
么两国之间仍旧存在如此严重的“理解缺陷”
。澳中两国迫切地需要“读懂彼此”。

我在澳大利亚文学研究项目中获得了一些青年
学者的支持。这让我倍感欣慰，因为他们的参
与有助于项目的持续和发展，我们的一些研究
成果已经得以发表。和我一起对约翰·马克斯
韦尔·库切的长篇小说《耶稣的童年》进行批
判性解读的我的一个学生目前正在新南威尔士
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之前的另一个学生曾在
悉尼大学学习过一段时间，当时她获得了ACC
研究基金，他在我写的一篇文章基础上也写了
一篇关于《抱歉》的文章，文章极富见地。据
我所知，目前有几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在澳大
利亚研究澳大利亚文学，但我们所需要的是更
多人能在回到中国后继续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研
究的工作。对澳中两国未来的跨文化理解取决
于这些年轻的读者，我建议我们尽可能多地给
他们支持。

2015中国澳大利亚文学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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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与转型	
任翔博士

出版业正处于深刻的数字转型进程中。尽管技
术和商业元素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出版模式和阅
读/写作实践巨变，中国出版转型是具有其特
殊价值的案例，它有助于理解地理、语言和文
化多样性在数字出版转型中所起的作用。

2017年，中国数字出版业和阅读产业的经济规
模为152亿人民币（约合32亿澳元）。各大平台
已注册的网络作家人数超过1400万，有3.78亿
中国人大量阅读数字图书。当中国数字出版规
模扩大时，创新速度加快，尤其是受到移动互
联网、跨媒体融合和平台化的推动。新兴的出
版模式正在前所未有地增加公众获取知识的机
会，并赋予创意网民文化参与权。通过在全民
范围内释放人们的创造潜力，它改变了中国人
写作、阅读、参与文学和获取知识的方式。 

尽管数字出版具有巨大的颠覆性潜力，中国出
版业转型的未来仍旧存在着不确定性，这是由
于它深受中国特殊环境背景的影响。这种特殊
性包括：强有力的政府控制、国有出版商的垄
断地位、普遍存在的纸质书籍阅读习惯，以及
与开放互联、去中心化的的数字文化相左的传
统图书文化。

数字出版是一种范式转变，还是包裹着数字外
衣的传统出版？这一数字化早期人们广泛讨论
的话题值得在当今中国复杂的文化、经济和社
会背景下重新探讨。我的研究既考察了出版界
内部的数字化转型，也考察了新兴出版实践对
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它专注于数字创新如何
开放知识的获取和增强知识的创造，以及个人
和全民的创造力在推动社会文化转变中所起
的作用。

2018年，我与来自澳大利亚、德国、美国、英
国和南非的学者们共同完成了一本学术书
籍，名为《开放知识机构：重塑大学》（Open 
Knowledge Institutions: Reinventing 
Universities），这本书已在开放式出版平台
PubPub上推出，并将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
社正式出版。这本书倡导一种新型的知识机
构，能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创造共享的知识
资源，为全人类更广泛的利益服务。我的另
一个相关作品，是一篇合著论文，题为《中国
开放知识发展：开放的中国模式？》（Open 

Knowledge Developments in China: A 
Chinese Approach to Openness?），该
文章发表于2018年的《文化科学期刊》（The 
Journal of Cultural Science）上。在此文
中，我们借鉴了摩尔（2017）将开放获取视为
边界对象（在不同社区有着不同解读，又存在
着相互交流理解的共同空间）的框架，探索中
国如何参与到全球开放知识运动中，既受益
于其他国家的创新模式，同时也贡献独特的中
国经验。

除了对开放知识的宣传和批判性研究，我还立
足于数字出版业，探讨新兴的文化经济课题，
尤其是创造力和创新如何推动一个数字化中
国的知识增长与社会文化变革。2018年，我
为学术著作《创意产业研究议程》（出版商为
Edward Elgar）撰写了一章，名为“中国创意
产业：数字化转型”（合著），文章分析了中国
数字创意产业政策与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探讨
了数字化颠覆与政府控制之间复杂的相互作
用。我最近的研究项目立足于当代中国背景，
聚焦于“后电子书时代”的出版模式和文化实
践，尤其是流行网络小说的跨媒体改编和文
化衍生产品（“超级IP”），以及旨在应对中国
中产阶级“知识焦虑”的“知识付费”出版模
式——即系列化、定制化的知识产品与服务。
文学创作者（作家、跨媒体艺术家）一直是我

任翔博士接受《电讯报》和《中国日报》关于中国网络写作与电子出版的采访

研究关注的重点，尤其是他们在数字化平台
中的新兴文化实践。在这一研究主题下，我于
今年在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ASAA 2018
）第22届双年会及“作家、阅读和出版史学会
（SHARP 2018）”第26届年会等多个国际会
议上发布研究论文，并接受了多家主流媒体（
如《中国日报（香港）》）的采访。 

数字出版为跨文化和跨学科对话提供了一个有
价值的空间，因为牵涉到很多全球关注的重大
课题，无论是出版业转型，还是数字文化。我
与南京大学的张志强教授共同筹备举办了《中
国数字出版与阅读国际研讨会》，作为SHARP 
2018大会的会前活动，为各国学者提供了跨学
科、跨文化对话的论坛。在 研讨会上，六篇针
对各类主题的高质量论文得以发布，内容涉及
电子书阅读、有声读物设计、基于应用程序的
互动书籍、在线文学及付费知识等多个领域。
我的中文出版物，尤其是一系列关于全球数字
出版发展的年度评论文章（受邀发表于国内核
心期刊《科技与出版》和《出版广角》）获得广
泛传播，其出版创新的国际交流价值获得广泛
认可。本年度的年度评论文章“出版业的下一
轮颠覆性的浪潮：2017年数字出版创新回顾” 
也由著名的“人大复印资料”再版。此外，我关
于澳大利亚出版业与新闻市场的文章被纳入《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文化市场研究系列丛书
之澳大利亚卷》，该书于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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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展览

日期 展览名 简介

2017年12月15日-2018年4月13日 活着与尊严
David Lai、Peter Steele和Dave Cubby三位艺术
家的照片联展。他们三位行走中国超过十三年，对于
拍摄中国有着独特的经验。

2018年4月18日-2018年6月15日 供物
陶瓷作品的灵感来自不同文化与信仰体系之间食物
使用方式的多元和统一。陶瓷作品以供物的形象呈
现，反映了艺术家的成长背景和经历。

2018年6月20日-2018年8月10日 沈嘉蔚阿基鲍尔获奖作品展 油画中的肖像人物皆是为澳洲艺术发展与人才的培
养方面做出贡献的重要人物。

2018年8月15日-2018年11月8日 三绝：悉尼华人艺术家中秋书画展 悉尼华人社区艺术家庆中秋作品群展。展览展出了
中国艺术文化中的“三绝”：诗、书、画。

2018年11月13日-2019年2月20日 云南画派
六位来自中国云南省的艺术家与版画家的作品群
展。展览为在中国当代艺术形态的大语境中，了解
后“文革”时期中国艺术实践的历史和当代特点提
供了机会。

公共参与

“沈嘉蔚阿基鲍尔获奖作品展”开幕式王腊宝院长为国内外艺术家组织艺术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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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活动

日期 重要活动 组织方

2018年2月15日 艺术交流活动：中国艺术家谢天赐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交流活动

2018年2月24日 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活动

2018年3月8日 朱翘玮博士公共讲座《山水在人类世：从比较生态批评看中国视
觉文化》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及西悉尼大学文化
与社会研究院

2018年4月9日 访问学者张桂芳副教授公共讲座《中国网络热点事件：事实与舆
论》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4月12日 李尧教授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集发布会及公共讲座《澳大利亚
文学在中国》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新书发布会

2018年4月17日 艺术交流活动：中国上海艺术家陆志德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交流活动

2018年4月18日 艺术展《供物》开幕式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展开幕式

2018年5月10日 徐燕博士公共讲座《中国文化》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5月23日 艺术交流活动：中国当代艺术家肖鲁、枫翎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交流活动

2018年6月12日 公共讲座《对话纪录片<China Love>的导演Olivia Martin-
McGuire》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6月14日 端午节诗歌会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活动

2018年6月23日 艺术展《沈嘉蔚的阿基鲍尔肖像奖参赛作品展》开幕式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展开幕式

2018年7月4日 艺术交流活动：Carrillo Gantner教授与艺术家沈嘉蔚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交流活动

2018年7月5日 访问学者陈冰博士公共讲座《莫理循的中国报道以及他与清朝政
府中改革派的关系》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7月9日 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数字出版及阅读：模式转变及新兴文化实
践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研讨会

2018年8月17日 王定坤博士公共讲座《当代中国从事粉丝字幕翻译的虚拟社群：
翻译、再媒介化与抗争》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8月20日 艺术交流活动：2018中国当代青年水墨年鉴获奖艺术家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交流活动

2018年9月22日 艺术展《“三绝”：悉尼华人艺术家中秋书画艺术展》开幕式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展开幕式

2018年10月11日 《芮捷锐的当代中国艺术品收藏》新书发布会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与朱雀美术馆

2018年11月13日 艺术展《云南画派》开幕式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艺术展开幕式

2018年11月14日 韩静博士公共讲座《可及性与包含性 - SBS<使女的故事>中文翻
译中的情境与语言》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11月20日 洪宜安教授、梅卓琳教授以及周思教授公共讲座《文化外交与澳
中关系》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11月23日 访问学者张桂芳副教授公共讲座《澳大利亚媒体在报道国际事件
中扮演的角色：“中国在澳制造影响”报道的案例分析》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12月12日 《聊聊中国艺术与澳大利亚的缘分》新书发布会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新书发布会

2018年12月17日 姜红教授公共讲座《<外国文学>中的澳大利亚文学与中国读者/
研究人员》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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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联活动

日期 参与人员 活动信息
2017年11月13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澳中关系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7年11月27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新州为阿富汗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
2017年12月8日 朱翘玮博士 悉尼影视学者群年度会议发言《从苍穹之下的空气末日到塑料王国的洋垃圾议题》
2018年1月13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在Chatswood举办的陆克文新书发布会
2018年1月25日 院长 担任研究院博士生郑艺超的博士候选人预审答辩评委组成员
2018年1月30日 梅卓琳教授 接受格里菲斯大学Kate Hurchings博士的电话采访
2018年2月1日 院长 拜访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
2018年2月2-4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在凯恩斯举办的澳大利亚幽默研究群体会议
2018年2月5日 院长 为《家园》国际艺术展致开幕辞
2018年2月6日 院长 接待亚太联合教育中心的到访
2018年2月6日 院长 接待人民网澳大利亚公司总经理的到访
2018年2月8日 梅卓琳教授 与澳中理事会成员Harold Weldon会面
2018年2月8日 梅卓琳教授 参加澳中关系研究院董事会会议
2018年2月13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西太银行基金会奖学金评委会会议
2018年2月22日 院长 受邀出席SBS中国新年庆祝招待会
2018年2月23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香港经济贸易文化处中国新年招待会
2018年2月28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汇丰银行中国新年晚宴
2018年3月1日 院长 受邀出席西悉尼大学“社区情感及澳大利亚华人体验研讨会”
2018年3月5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澳大利亚亚洲艺术学会在悉尼机械学院举办的公共讲座
2018年3月12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在悉尼大学举办的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联合会议
2018年3月14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澳中关系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3月23日 院长 接待华裔作家李牧原的到访
2018年4月8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新州为印尼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
2018年4月11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西太银行基金会奖学金颁奖典礼
2018年4月12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在新州图书馆举办的新书发布会
2018年4月14日 院长 受邀参加2018中国当代艺术月论坛小组讨论
2018年4月14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2018中国当代艺术月发布会
2018年4月15日 院长 受邀出席艺术家沈嘉蔚的新书《Painting History》发布会
2018年4月15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新书发布会
2018年4月16日 梅卓琳教授 与澳中工商业委员会董事会成员会面
2018年4月16-20日 任翔博士 受邀参加《开放知识机构》国际学术图书工作周
2018年4月18日 梅卓琳教授 参加澳中关系研究院董事会会议
2018年4月21日 院长 受邀出席2018炫彩澳洲国际艺术作品展开幕式
2018年4月23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澳大利亚东方文化研究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悉尼大学举办的会议
2018年4月24日 院长 接待中国文化中心的到访
2018年5月4日 院长 接待中新网记者陶社兰的到访
2018年5月8日 院长, 任翔博士, 刘婧琦 参加西悉尼大学研究生信息咨询会
2018年5月9日 院长 参加研究院核心研究员Michael Williams 博士新书《Returning Home with Glory》发布会
2018年5月10日 院长, 任翔博士, 刘婧琦 参加西悉尼大学研究生信息咨询会
2018年5月13日 院长 受邀出席汉服大使决赛活动
2018年5月14日 院长 拜访新州美术馆VisAsia
2018年5月15日 院长 接待沈阳师范大学的到访
2018年5月17日 任翔博士 接待中国学术数据库CNKI亚澳区经理Penny Wang
2018年5月20日 院长 受邀出席华人来澳200周年庆祝活动
2018年5月21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澳大利亚香港国际学校校友会议
2018年5月23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澳中关系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8年5月24日 院长 受邀出席《女书》艺术展开幕式
2018年5月24日 梅卓琳教授 为朱雀艺术馆展览致开幕辞
2018年5月25日 院长 接待2018跨海峡与澳大利亚高校教育论坛的高校代表团访问研究院
2018年5月25日 院长 受邀出席《Walking Lightly on the Earth》艺术展开幕式
2018年5月29日 院长 受邀出席讲座《周作人1949年后的创作与思想研究》
2018年5月31日 朱翘玮博士 在香港树仁大学举办的人类世学术论坛发言《对人类世亚洲推想电影作出的几项建议》
2018年6月4日 院长 接待香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麦考瑞大学访问学者许道芝的到访
2018年6月5日 院长 受邀出席惠特拉姆研究院演讲《民主需要的信息》
2018年6月8日 院长 受邀出席《故宫创意产品展》

2018年6月8日 朱翘玮博士 在北京举办的传播、生态和文化保育学术论坛发言《海豚与人鱼：周星驰的「美人鱼」和香港的濒危动
物及多物种共存》

2018年6月12日 院长 接待台湾高校访问团的到访
2018年6月18日 院长 接待Bingbing Art总监的到访
2018年6月18日 朱翘玮博士 参加网上学术会议「发条绿：人类世的生态媒体」发言《人类世的亚洲推想电影》
2018年6月21-23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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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参与人员 活动信息
2018年6月25日 院长 受邀出席悉尼公共与国际事务研究院举办的首届中国论坛
2018年6月25日 梅卓琳教授 拜访澳大利亚驻北京大使馆
2018年6月27日 院长 拜访4A当代亚洲艺术馆
2018年7月3-5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在悉尼大学举办的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会议

2018年7月5日 朱翘玮博士 为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学会双年大会组织专题小组并发言《古根汉的争辩之外：动物在当代中国艺术中
的角色》

2018年7月6日 院长 接待广州中山大学Wendy Bowcher教授的到访
2018年7月6日 任翔博士 在第22届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年会作学术报告
2018年7月9日 院长 接待广州外国语大学学生代表团的到访
2018年7月9日 任翔博士 国际出版写作阅读史学会2018年第26届年会组委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
2018年7月9日 任翔博士 组织召开中国数字出版与阅读国际研讨会
2018年7月9日 任翔博士 主持中国数字出版与阅读国际研讨会，并作学术报告
2018年7月11日 任翔博士 主持张志强教授在国际出版写作阅读史学会的主旨发言
2018年7月12日 院长 接待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丹女士的到访
2018年7月12日 任翔博士 在国际出版写作阅读史学会2018年第26届年会作学术报告
2018年7月12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西悉尼大学新书发布会
2018年7月17日 任翔博士 陪同中国出版界代表访问悉尼大学出版社
2018年7月17日 梅卓琳教授 接受“人民网”的采访
2018年7月23日 院长 接待重庆科技学院的到访
2018年7月26日 梅卓琳教授 参加澳中关系研究院董事会会议
2018年8月1日 院长 拜访白兔中国当代艺术收藏
2018年8月1日 梅卓琳教授 接受麦考瑞大学的采访
2018年8月2-3日 任翔博士 参加中国及东亚地区传播、文化及媒介政策研讨会并作学术报告
2018年8月3日 任翔博士 参加《中国媒体国际合作》一书的新书发布会
2018年8月9日 院长 参观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
2018年8月10日 院长 接待前中国击剑冠军袁萍女士的到访
2018年8月22日 院长 拜访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Rosita Holenbergh博士
2018年8月23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朱雀艺术馆的讨论会
2018年8月24日 院长 受邀出席西悉尼大学三分钟论文演讲比赛（3MT）决赛   
2018年8月27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澳大利亚东方文化研究协会执行委员会在悉尼大学举办的会议
2018年8月28日 院长 接待澳丰集团代表的访问
2018年8月30日 院长 受邀出席文化与社会研究院举办的讲座《解锁唐人街：中国时代下的泛亚城市化》
2018年8月30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ABC电台的公共论坛
2018年9月3-6日 朱翘玮博士 参加在墨尔本迪肯大学举办的人类世学术研讨营2018
2018年9月4日 院长 参加“What Matters”写作比赛颁奖典礼
2018年9月5日 院长 拜访澳丰集团
2018年9月6日 院长 接待Willoughby市政府代表的到访
2018年9月10日 院长 受邀出席新南威尔士大学举办的中国研究讲座
2018年9月12日 梅卓琳教授 拜访澳中工商业委员会
2018年9月20日 院长，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颂月：悉尼中国花园音乐会”
2018年9月24日 院长 受邀出席“汉语之光”活动
2018年9月24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奖学金评选委员会会议
2018年9月24日 梅卓琳教授 接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采访
2018年9月25日 院长 受邀出席2018Mosman艺术奖活动
2018年9月25日 梅卓琳教授 接受麦考瑞大学陈慧教授的采访
2018年9月27日 院长 接待VisAsia刘媛女士的到访
2018年10月4日 院长 受邀出席谊园30周年庆祝活动
2018年10月5日 院长,任翔博士, 刘婧琦 受邀观看“敦煌传奇—经典中国舞蹈故事”演出
2018年10月5日 朱翘玮博士 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举办的“残留的未来：反思现、当代中国文学与艺术中的乌托邦主义研讨会”上发言
2018年10月8日 院长 受邀出席陈顺妍教授的A R Davis讲座
2018年10月8日 任翔博士 接受《中国日报（香港）》访谈，谈论中国网络文学的国际化
2018年10月8日 任翔博士 接受《中国日报（香港）》访谈，谈论中国版权与创意产业
2018年10月8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参加澳大利亚东方文化研究协会年度大会
2018年10月16日 院长 受邀出席国家辅助医学研究院新楼一期完工庆祝活动
2018年10月17-18日 院长, 任翔博士, 刘婧琦 参加西悉尼大学研究生信息咨询会
2018年10月20日 院长, 刘婧琦 受邀参加西悉尼大学杰出校友颁奖活动
2018年10月27日 院长, 刘婧琦 为澳中中小企业协会举办中国文化讲座
2018年10月28日 梅卓琳教授 受邀出席在悉尼市中心举办的公共讲座
2018年11月23日 任翔博士, 刘婧琦 与西悉尼大学国际部和访澳的中国留学代理机构代表会谈，并介绍中国文化关系硕士课程
2018年12月11日 院长 为Willoughby市政府工作人员举办中国文化讲座
2018年12月14日 院长 拜访澳中工商业委员会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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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全新的
硕士课程：中国文化关系硕士
（MCCR）成功地获得批准并
于2018年迎来了第一批学生，该
课程旨在为从事澳中文化交流
的文化机构和政府部门培养下
一代“文化领航人”。 
2018年7月共有六名拥有良好资质的澳大利亚
国内学生和国际学生入学。窦睿、夏文倩、赵
传乾、熊燕、张恬和Ljiljana Petkovic这六名
学生来自不同的文化、学科和职业背景。他们
中有人获得了Nexus奖学金，该奖学金旨在为
杰出学生学习这门课程提供机会。  

MCCR是一门创新、实用、跨学科的课程，结
合了理论和实践来促进文化交流。澳中艺术与
文化研究院和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研究生
院、商学院合作为第一年的课程提供七门核心
课程，包括中国/澳大利亚文化政策与实践；
跨文化交流；文化外交与软实力；全球背景下
的管理及研究设计。研究院经常为MCCR学
生组织研讨会、讲座和其他学习活动，通过参
与其中，学生们能够和当地组织机构的专业人
士交谈并学习到书本以外的文化实践。在第一
学期里，MCCR的学生都异常勤奋并取得了显
著进步。 

除了课程学习，学生们还与学术课程顾问任翔
博士和其他专家一起开发了一个关于文化交流
的研究项目，该项目是整个课程中最大的组成
部分。因此他们现在正进行着十分有趣的多样
化多学科的项目，包括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翻译
作品中的文化认同感，澳大利亚听众对中国音
乐的接受度，体育外交，中国画和文化交流，澳
大利亚公立学校里的汉语教学，以及中国非异
性恋群体（LGBTQ）文化。这些项目都能很好
地满足研究院的目标，将推动澳中两国间的相
互了解，深化文化交流。 

西悉尼大学的多位知名学者已经同意做这些学
生的导师，将于2019年开始对他们的督导。第
一批MCCR学生的导师包括三名研究院的核
心研究员Bruce Crossman副教授、齐汝莹副
教授和David Cubby博士，还有来自人文与
传媒艺术学院的Di Dickenson博士，来自社
会科学与心理学学院的Kerry Robinson副教
授和Peter Bansel博士，以及来自教育学院的
Jorge Dorfman Knijnik副教授。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的专家学者们还有参
与其他的教学和学术督导。研究院院长王腊宝
教授帮助共同督导研究院的两名博士生：郑艺
超和崔学海。研究院的首名研究硕士（MRes）
学生张蕊，由人文学院的Anne Rutherford副
教授和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的任翔博士共
同督导，现已顺利完成了授课式课程的学习并
已确认能成功转入第二阶段的学习（研究年）
。她的论文关注中国新兴的视频直播文化以及
主播与观众在参与式互联网平台上的互动。在
朱翘玮博士的指导下，西悉尼大学在读学生温
雨豪获得了3500澳元的大学夏季奖学金，用
于开展一项为期两个月，名为“从当代中国艺
术反思海外华人的中国性”的研究计划。此次
项目得到了悉尼白兔美术馆（White Rabbit 
Gallery）及其教育和研究部总监Luise Guest
的全力支持和协助。项目旨在探讨年青一代
澳洲华人如何透过白兔美术馆的展览“超现实
（Supernatural）”展出的作品去理解当代中
国的艺术和文化。

教学

朱翘玮博士参与教授“中国文化政策与实践”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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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卓琳

著作
Chey, J. (2018) 《表航中国》 (revised, 
updated and translated version of Lodestar 
China), trans. Dai Ning, Qingdao: Qingdao 
Publishing Group.

同行评审期刊文章
Chey, J. (2018) Pointing at the mulberry tree 
to curse the locust tree: Smog jokes in China 
2013-14, Textes & Contextes (special issue on 
Satire in/and Politics) Vol.13 (1) 2018.

书评
Chey, J. (2017) Review of Christopher Rea, 
The Age of Irreverence, Humor Vol 30 (3), pp. 
347-349.

Chey, J. (2018) Review of Philippe Paquet, 
Simon Leys: Navigator between World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JOSA). 

随笔
Chey, J. (2018) China Watchers Are Not China 
Stooges, April 16, “Pearls and Irritations”.

Chey, J. (2018) Caught in the middle: Chinese 
Australians feel unwanted, May 15, “Pearls and 
Irritations”.

Chey, J. (2018) Mad, bad and dangerous, 4 
July, “Pearls and Irritations”.

Chey, J. (2018) Chung Kuo, Cina: Déjà vu, 6 
September, “Pearls and Irritations”.

Chey, J. (2018) Chinese Australians or 
Australian Chinese, 7 September, “Pearls and 
Irritations”.

学术会议发言
Chey, J. (2018) “Chinese Kangaroos,”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in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No.1, 2019).

郑艺超 

同行评审期刊文章
Cheng, C. (2018). From Banana Plantations 
to Schools: The role of remittances from 
Australia to South China, Issues 1, ICS. 
(accompanying vers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從種植香蕉到僑捐學校：澳洲匯款與僑鄉
發展》).

随笔
Cheng, C. (2018) Searching for Australian 
heritage in China, Chinese Australia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 Newsletter (June).

Cheng, C. (2018) Australian heritage in 
Zhongshan, South China, CADCAI Heritage 
Annual Newsletter (August 13) 6:3-4.

Cheng. C. (2018) Home Away from Home,  
WaPOW (LA Chinatown Publication), pp.14-17. 
(“家外的家” 《華報》春期14-17頁).

Cheng. C. (2018) “汤斯维尔先锋营运超市的梁
华立”《良都僑刊》（87）：41-42.

研究成果出版、会议学术报告与
发言(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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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论文
Cheng. C. (2017) Qiaoxiang Heritage: 
Unravelling legacies of emigration in 
South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Regional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Overseas (ISSCO). Nagasaki, 
Japan.

Cheng. C. (2018) Returning to the village: 
Chinese-Australians and their legacy in South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Chinese Heritage 
in North Australia Incorporated (CHINA Inc.) 
Conference, Townsville, Australia.

Cheng. C. (2018) Diaspora-funded Schools 
as a Grassroots-led Modernity in Rural South 
China:  A Legacy of Chung-Shan People in 
Australia, Paper presented at 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 Conference,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China.

Cheng. C. (2018) A heart and mind of gold: On 
modern education, homeland philanthropy 
and the “Gold Mountain Women” from 
Australi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Qiaoxiang Studies, Wuyi University, Jiangmen, 
China.

朱翘玮 

学术著作章节 
Chu, K. (2018) Snowpiercer, In Cli-fi: A Reader, 
Ed. by Axel Goodbye and Adeline Johns-
Putra. Peter Lang.

Chu, K. and Yee, Winnie L.M. (2018) Local 
Stories, Global Catastrophe: Reconstructing 
Nation and Asian Cinema in Japan’s 3.11 Films, 
In Marchetti, Gina, Tan, See Kam and Park, 
Aaron Magnan-Park, Eds, The Handbook of 
Asian Cinema, Palgrave Macmillan: New York.

同行评审期刊文章
Chu, K. (2017) Screen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China: Three Modes of 
Ecocinem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Vol. 2 No.4. Taylor & Francis Online. DOI:10.108
0/23812346.2017.1382039.

其他语言（除英语）文章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 in Chinese] 朱翹
瑋, 何翹楚, 梁幸兒, 張家麒. (2010- ) 雅集新高
中通識教育系列—全球化. 香港雅集出版社有
限公司. / Chu, K., Leung H., Ho K. and Cheung 
K. (2010- ) The Aristo Secondary School 
Certificate series of General Studies Books: 
Globalization, Hong Kong: Aristo Education 
Press. 2010 (1st ed.), 2014 (2nd ed.), 2016 (3rd 
ed.), 2018 (4th ed.)

学术会议论文
Chu, K. (2018) Beyond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Utopian/Dystopian 
Imaginaries in Chinese Sci-fi Narrative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Residual Futures: 
Rethinking Utopianism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University of Zurich, Zurich/Castasegna, 4-6 
Oct.

Chu, K. (2018) Beyond the Guggenheim 
Debate: The Role of Animal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SA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Sydney, July

Chu, K. (2018) Speculative Cinema in the 
Anthropocene: Some Features and Examples 
from Asia, Virtual Symposium - A Clockwork 
Green: Ecomedia in the Anthropocene. 
Organized by ASLE and UC Santa Barbara. 
14-30 June

Chu, K. (2018) Dolphins and Mermaids: 
The Endangerments and Multispecies 
Coexistence in Hong Kong and Stephen 
Chiau’s The Mermaid (2016), Symposium 
on Communication, Ecology and Cultural 
Heritage. U Penn Wharton Center, Beijing. 
June 7-8

Chu, K. (2018) Screening the Anthropocene: 
Speculative Aesthetics in Contemporary 
Asian Cinema, The Anthropocene and Beyond 
Conferenc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May/June

Chu, K. (2018) Shanshui in the Anthropocene: 
Comparative Ecocriticism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 ACIAC-ICS Seminar Talk,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March

Chu, K. (2017) From the Airpocalypse Under 
the Dome to The Double Life of Plastic China: 
Intersecting Film and Media in Chinese 
Eco-documentaries, Sydney Screen Studies 
Network Symposium, UNSW, Dec

Chu, K. (2017) Global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n Ecocinema: Plastic China as a Case Study,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nference 2017, 
University of Sydney. 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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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腊宝 

同行评审期刊文章（中文）
Wang, L. (2018) The Postmodern Petit Recit in 
Gail Jones’s Sorry (盖尔·琼斯《抱歉》中的后
现代“小叙事”), Foreign Literatures (国外文学), 
No.3, pp. 124-34

Wang, L. (2018) Trauma and Postmodern 
Ethics in 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 
（《深入北方的小路》中的后现代创伤伦理）, 
Foreign Literature (外国文学), No.1, pp. 8-20

Wang, L. (2017/2018) The Postmodern 
Refugee Narrative in The Childhood of Jesus 
（《耶稣的童年》中的后现代难民书写）,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当代外国文
学) No.3, pp. 76-84;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外国文学研究), Information Centre for Social 
Scien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5, 
pp. 86-92

Wang, L. (2018 book chapter) Postwar Realist 
Writing in Australia and Canada (战后澳大
利亚、加拿大现实主义文学), Postwar World 
Realist Writing (《战后现实主义文学》), 王守
仁、张新木主编) Yilin Press.

Wang, L. (2018 book chapter)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Postmodern Fiction (澳大利亚、加
拿大的后现代主义小说), Postmodern Literary 
Writing (《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 胡全生、印
芝虹主编）, Yilin Press. 

任翔 

著作 
Montgomery, L., Hartley, J., Neylon, C., 
[and 10 others including Ren, X.] (2019). 
Open Knowledge Institutions: Reinventing 
Universit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open access version available at 
https://bookbook.pubpub.org/pub/oki).

期刊文章 
Montgomery, L and Ren, X. (2018). 
Understanding Open Knowledge in China: 
A Chinese Approach to Openness? Cultural 
Science Journal, 10(1), 17–26. DOI: https://doi.
org/10.5334/csci.106 

中文期刊文章 
Ren, X. (2018). The Next Wave of Digital 
Disruption in Publishing Industry: A Review of 
Digital Publishing Innovation in 2017 (出版业
的下一波颠覆浪潮——2017年欧美数字出版的
发展与创新). View on Publishing (出版广角), 
2018 (1B), 37-41. DOI:10.16491/j.cnki.cn45-1216/
g2.2018.02.010

Ren, X. (2018). Datafication and A.I. i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 Review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 2017 (学术传播的数据
化与智能化:2017年欧美学术出版产业发展评
述). Science Technology and Publication (科
技与出版), 2018 (2), 4-9. DOI:10.16510/j.cnki.
kjycb.20180109.003

Ren, X. (2018). Australia Publishing and Press 
Markets (澳大利亚报刊出版市场), In R. Liu & 
T. Flew (Eds.), Research on Cultural Markets in 
Australia (澳大利亚文化市场研究), Research 
Book Series on the Cultural Markets of the 
Major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一带一路沿
线主要国家文化市场研究系列丛书), Beijing: 
China commerce and Trade Press (中国工商
出版社).

学术会议论文
Ren, X. (2018, August). Understanding 
Chinese ‘Pay for Knowledge’ initiatives: 
Knowledge sharing,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digital publishing 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Communication, Culture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and East Asia Symposium, QUT&UQ, 
Brisbane. https://research.qut.edu.au/
dmrc/2018/07/17/communication-culture-
and-governance-in-china-and-east-asia-
symposium/

Ren, X. (2018, July).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Entrepreneurial Writing Publics and Platform 
Capit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6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Authorship, Reading and Publishing 
(SHARP 2018),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Sydney. http://sharp2018.sydney/delegate-
presentations/

Ren, X. (2018, July). Rethinking Digital Literary 
Sphere: Internet Platforms and Chinese Online 
Writing and Read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2n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ASAA), University 
of Sydney, Sydney. https://sydney.edu.au/
content/dam/corporate/documents/sydney-
southeast-asia-centre/asaa-2018/ASAA2018_
Program.pdf

Ren, X. (2018, July). From eBook piracy to 
‘Paid Knowledge’: Copyright and evolving 
publishing models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digital publishing and reading: Evolving 
models and emergent cultural practices,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Sydney. https://
www.westernsydney.edu.au/aciac/events/
international_symposium_on_chinese_
digital_publishing_and_reading_evolving_
models_and_emergent_cultural_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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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董事会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董事会由西悉尼大学
校长Barney Glover教授担任主席。董事会
的其他成员包括玉湖集团董事长黄向墨先生，
西悉尼大学高级常务副校长Scott Holmes教
授，西悉尼大学常务副校长（学术）Denise 
Kirkpatrick教授，副校长（金融与资源）
Peter Pickering先生，副校长（全球发展）
蓝易振教授，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院长Peter 
Hutchings教授，文化与社会研究院院长
Paul James教授，文化与社会研究院文化研
究杰出教授洪宜安教授，玉湖集团总经理黄
铮洪女士，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院长王腊
宝教授。

董事会在2018年共召开三次会议。

校外顾问董事会
研究院的顾问委员会于2017年成立，由前澳
大利亚驻华大使及商务顾问Geoff Raby博士
担任主席。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新南威尔
士美术馆前馆长Edmund Capon博士，在华
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主席Kevin Hobgood 
Brown先生，前新南威尔士州上议院议员何
沈慧霞博士，当代澳大利亚亚裔表演公司执行
总监Annette Shun Wah女士。

顾问董事会在2018年共召开三次会议。

讲座教授和访问教授
墨尔本艺术节、Sidney Myer基金会主席
Carrillo Gantner先生在2016年被任命为研
究院的讲座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
丹教授作为访问教授于2017年7月至8月访问
研究院。

山东政法学院的张桂芳副教授于2018年1月至
12月期间访问研究院。

研究院董事会

西悉尼大学校长Barney Glover教授在研究院举办的活动上发言 

2017年11月首次校外顾问董事会会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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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后研究员、
中国文化关系硕
士课程负责人
任翔博士

行政助理、项目
主管
刘婧琦

教授
梅卓琳教授（澳
大利亚荣誉勋章
获得者）

博士后研究员
朱翘玮博士

研究院成员

前台/办公室助理
李天宇

前台/办公室助理
Teresa Garbo

兼职行政人员

院长
王腊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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