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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迅速成为一个全球经济政治大国
的现实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澳大利
亚及其它西方国家必须重新思考如何
与之相处。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须
持长远眼光，促进持久关系网络的建
立，而不是短浅地看到可预测的研究
项目结果。在中国工作意味着要在信任
和互利基础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商界
已谙熟此道，教育界及研究基金机构却
并不一定熟悉。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
将跟踪其直接或间接生成的项目网，记
录其了解到的情况和财务结果，向董事
会报告。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旨在作为一个
国家资源中心，促进澳大利亚、中国及
汉语文化圈（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
和其它中华文化中心）的文化交流以及
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合作发展。研究院
将依托于西悉尼大学的优势及大学现
有的交换项目，加强西悉尼大学和海外
高校合作伙伴已有的交流，尤其是与中
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高校的
交流。研究院还将开展与澳中关系相关
的全新重大研究项目，并更好地融入西
悉尼地区尤其是华人社区，包括华人团
体、企业和个人，努力为研究院吸引更
多的财政支持，以确保其长远的发展。

愿景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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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正在明确地开辟一条促

进澳大利亚、中国及其它中华文化中心互动交流

的独特路径。在成立之初的第一年里，研究院的

教职员工、同事、朋友们开展了许多激动人心的

交流讨论活动。研究院的发展目标是创建一个新

环境，让全社会都能分享中澳两国充满活力的文

化，并展示两国进一步合作的诸多好处。研究院

的愿景是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帮助澳大利亚塑造

未来，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研究院的核心责任是培养针对澳中两国古老传

统文化的历史及现代发展的严谨研究。研究院

成员的研究领域横跨多个学科，并与西悉尼大学

的同仁们、澳大利亚以及中华文化圈的学者们开

展广泛合作。在开发研究主题时，研究员们采用

了一种对文化尽可能宽泛的解释，将其延展到生

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方方面面。他们工作中最

重要的部分是研究那些影响目标群体福祉和未

来繁荣的事物。在工作中，研究员们严格遵循独

立、诚实、学术严谨和尊重差异性的价值观。  

展望未来，作为院长，我设想研究院将继续其与

西悉尼大学各个学院、研究院的紧密合作，并将

激励和促进在所有专业及技术领域中与中国相

关的研究和教学活动。它将成为一所因其专业建

议和专业知识而享有盛誉的研究中心。研究院也

将在西悉尼大学已有的关系网络基础上，建立与

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其他中心的大学、学

术界的合作，并将其扩展到更远的地方。以此，

我们将能提高西悉尼大学的形象和声誉。  

研究院也将鼓励开展中澳文化所激发的创作工

作，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深厚传统出发，并尊重

澳大利亚华人艺术家所起到的作用。研究院将致

力于协助两国文化机构的交换项目发展，促进协

同工作，尤其是通过我们创新开发的硕士学位课

程。我们研究院的名字就暗示着它与澳中两国的

关联，其目的是通过融合两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来

推动创新精神和创造力的发展。

研究院正在发展其与西悉尼地区及其它地区的

社区组织和文化中心的紧密联系，建立和谐互利

的工作关系，培养友善的社区精神。这对我们来

说是一个持续性的挑战。令人担忧的是澳大利亚

最近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出现了针对澳大

利亚华人的种族主义态度。我们应密切关注这种

具有破坏性的倾向，希望能通过应用型研究及加

深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来改善这种情况。 

未来，随着国家、州以及地方政府机关扩展他们

与中国、香港、台湾和其它中心的交换项目，研究

院可为其提供建议，同时，研究院也将会被视为

咨询中国文化艺术和社会事务的“必访之地”。

作为研究院的首任院长，这是我个人的愿景。在

研究院成立之初的18个月里，我一直致力于制定

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对其未来发展进行规划。这

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展望未来，我认为有必要

在这里指出一些潜在的风险。

我为社会上现有的一种并不罕见的趋势感到忧

虑，即一种会滋生对“外国人”甚至所有外来事

物（包括中国的）不信任的狭隘民族主义。这一

趋势已很明显，例如政界在讨论授予澳大利亚国

籍之前，申请人需先通过语言测试和“澳大利亚

价值观”测试。这一趋势有可能扎根于澳大利亚

社会，类似的趋势也存在于其它国家。研究院必

须谨慎行事，确保其工作的学术性并秉持尊重的

态度。若其研究与教学工作有着坚固的学术基

础，它将能立足于优势，有望为更好地了解文化

交流做出贡献。研究院必须了解澳大利亚、中国

以及区域内的政治趋势，并避免在选择研究课题

或得出研究结论时受到这些趋势的影响。

其次，我为澳大利亚的大学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而感到担忧，这种不确定性是政府减少财政支

持而导致的。由于预算的限制，研究和教学项目

都将被缩减。受到总的经济环境影响，资金的其

它来源也都在萎缩。目前我们的研究院幸运地获

得了本地商人黄向墨先生的慷慨支持，然而若想

拓展其活动内容，就必须寻求更多的资金来源。

我们将与西悉尼大学相关工作人员一起寻找潜

在的捐赠者。当然，仅依赖于捐赠既有回报也有

风险。它无疑能使研究院更好地融入社区关注

中，为其研究和教学活动吸引更加广泛的支持，

但与此同时，我们绝不能让它影响到学术的独

立和诚信。 

我相信在我离任之际，研究院正处于良好的状

态。新一任院长王腊宝教授已在很多方面为澳中

两国文化理解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将很好

地领导研究院迈入第三个年头。作为首任院长，

我为我们在短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深感自豪，因

此我也有信心这一势头将会继续下去。我以谦逊

的态度移交职责。中国东汉时期的字典《说文解

字》中把谦虚定义为表示尊重（谦，敬也）。我非

常尊重王教授和研究院成员们的经验和资历，以

及西悉尼大学的领导和同仁们的学识和诚信。《

易经》中关于“谦”的卦《申：谦：亨，君子有终。

》 (英文翻译由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为“君

子谦逊则事业有成。”)  

院长梅卓琳教授（澳大利亚荣誉勋章获得者）

2017年10月

院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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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与文化  

1. 在我们这个多任务、多层次的后现代社会

中，疏离感可能会根深蒂固，有可能引发许

多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对于在中国、澳

大利亚以及任何一个文化环境中生活的人

而言，我们重要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如何解

读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哲学和文化关联。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接受了这一挑战，于

2017年任命了一位博士后研究员朱翘玮博

士，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及东亚的当

代电影与艺术，生态批评与环境人文。请参

考下方“研究”一栏，了解其研究项目的更

多细节。 

2. 2017年七八月间，研究院迎来了客座教授于

丹（著名媒体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

学院副院长）。于教授目前正在研究当代中

国文化与地域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她相信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很多人已经失去了他

们对家乡故土的归属感，破坏了他们的自我

认定，也导致了物质主义的滋生和道德标准

的下降。在研究院访问期间，于丹教授研究

了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艺术、哲学以及

在现代化的压力下如何管理文化与地区的

关联性。她认为拜访澳大利亚中部的经历尤

其具有启发性，因为这次经历给予了她与原

住民艺术家交流的机会，使她能够领悟到他

们对语言、传统法律及地区归属感保护的重

视。于丹教授表示，回到中国后，她将会在

公开讲座中谈到这些感悟。

主题

研究院客座教授于丹在圆桌讨论《儒家思想与当今社会的
文化相关性》上发言

研究院博士奖学金获得者郑艺超实地到访中国广东省中山
的一个村庄的阅读室

于丹教授与Dimitris Vardoulakis教授

Michael Williams博士关于移民语言听力测试的公共讲座
《正面我赢，反面你输：一场注定失败的语言听力测试》

3.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尤其是最近这几十年

间，来自中国的移民为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汉语现在是悉尼市仅次于英语

的第二大被广泛使用的语言，而悉尼市的西

部地区拥有着最多元化的文化群体。了解中

澳两国间的人员联系，以及跨文化交流、语

言和社会交往的复杂性，是建立信任与友谊

的基石。西悉尼大学兼职教授迈克尔•威廉

姆斯博士（Dr Michael Williams）是著名

的澳大利亚华人史专家。2017年6月，他在研

究院的系列讲座中介绍了他的研究工作，即

澳大利亚历史上曾使用语言听力测试来排

华并拒绝一切不受欢迎的移民（这一测试已

于1958年废止）。  

4.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支持了文化与社会研

究院的“中澳遗产走廊”研究项目，该项目

由丹尼斯•拜恩博士（Dr Denis Byrne）、洪

宜安教授（Professor Ien Ang）和黄慧华

博士（Dr Alexandra Wong）共同负责，与澳

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的“地方与文化”研究

课题相关。具体来说，这一支持体现在资助

郑艺超的博士生奖学金。“遗产走廊”项目

旨在研究中国移民在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的家

乡所建造的建筑和场所是如何证实澳大利

亚与中国，与华侨华人的渊源（不仅仅是叙

述移民到达和定居澳大利亚）。使用“遗产

走廊”这一概念，旨在形成一种研究移民遗

产的跨国方式，为广泛地记录、分析及解读

澳大利亚的移民遗产提供工具和理论。这样

一来，将帮助21世纪更加国际化的澳大利亚

充分运用其通过中国移民获得的区域联系

这一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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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流与文化 

1. 现如今，各个文化之间知识与学习的交流和

分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快捷，尤其在借

助了互联网的发展及数字化的力量之后。然

而，实现发展和互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有一些技术和政治屏障使我们无法获取本

应有的“知识共享”。在社会内部，数字“

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国与国之间还存

在着商业及其它类型的壁垒。近几十年来，

中国已成为一个领先的数字化超级强国。

正是意识到了解中国相关政策及惯例的重

要性，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任命了其首位

博士后研究员——任翔博士在这一领域开

展研究工作。任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数字

出版、创意产业及开放文化，他有在中国出

版业和澳大利亚学术界工作的经历。2017年

4月，作为文化与社会研究院系列讲座的一

部分，他在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举办了名

为《开放知识与数字中国》的公开讲座。请

参考下方“研究”一栏，了解其研究项目的

更多细节。

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交流与理解的基

石。尽管澳大利亚在校生学习中文的人数正

稳步增长，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华裔。我

们必须努力促使其他澳大利亚国民学习普

通话、广东话以及其他中国方言。研究院将

支持那些提高澳大利亚国民中文能力的研

究和活动。研究院院长梅卓琳教授与新南

威尔士州教育部合作，挑选了“侨鑫”汉语

教师奖学金候选人，帮助他们提升教学方

法和技能。  

3. 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并不具有流利的中文阅

读或口语能力，他们依赖于口译笔译工作者

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朱翘玮采访到访中国作家郝景芳 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任翔的专题讲座《开放知识与数字
中国》

的翻译，研究院将通过研究和其它方式来支

持翻译职业的发展，促进人们对中国及中国

文化的了解。西悉尼大学的韩静博士是字幕

翻译领域的知名专家，她在研究院的系列讲

座中分享了自己翻译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

扰》的经历，正是其成功的字幕翻译使得这

一节目获得了澳大利亚观众的狂热追捧。 

4. 同样的，在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一些大

学里设立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也做着相似

的工作，通过翻译、出版、表演等方式，帮助

人们了解澳大利亚的文化，并将其传播给更

广泛的受众。研究院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李尧

教授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翻译集的出版提

供了资助。书籍发布会预计在2018年年初于

悉尼举行，副本将捐赠给中国的澳大利亚研

究中心。李尧教授是中国翻译澳大利亚文学

作品的第一人，他翻译过以下作家的作品：

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 布莱恩•

卡斯特罗（Brian Castro）, 考琳•麦卡洛

（Colleen McCullough）, 理查德•佛拉纳

根（Richard Flanagan）, 亚历克斯•米勒

（Alex Miller）, 金•斯科特（Kim Scott）

和安妮塔•海斯（Anita Heiss）。  

5.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和中国作家协会建

立了紧密的联系，为西悉尼大学员工前往协

会在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行澳大利亚文学

讲学活动提供了资助，并同意主办《路灯》

（Pathlight）杂志2018年发布活动，该杂志

囊括了当代中国作家新作品的翻译集。研究

院还为2017年5月在广州举办的第四届中澳

文学论坛（CALF）提供支持，巩固了西悉尼

大学与中国作家协会之间的长期友好关系。

多位著名的澳大利亚作家出席了此次论坛，

包括亚力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和

凯特•费根（Kate Fagan）。 

6.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梅卓琳教授出

席了2016年11月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

（FASIC）在广州市中山大学举办的全国在

华澳大利亚研究会议,会议上她发表了一篇

关于澳大利亚幽默和比较幽默的演讲。内蒙

古师范大学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武海

燕教授是研究澳大利亚原住民儿童文学的

专家，她将于2017年12月访问澳中艺术与文

化研究院和西悉尼大学。

7. 多位中国知名作家和翻译家都应邀拜访了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并参与了讲学活

动。请参考下方“公共参与”栏，了解更多

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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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与文化

1.  2016年9月，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梅

卓琳教授应邀出席了在阿德莱德举办的首

届“澳中文化对话”。这一活动被定为每年

举行，2017年度的会议将在中国举办。悉尼

中国文化中心和我们研究院于2017年5月举办

了一个名为《中澳面对面：文化交流之回顾

与展望》的公共论坛。论坛研究了两国建交

以来的文化关系发展史，并为今后交流的潜

在领域提供了建议。论坛由西悉尼大学校长

葛班尼教授（Professor Barney Glover）

主持，发言人包括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院

长梅卓琳教授，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任赵立

女士，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博士（Dr 

Geoff Raby）和悉尼中国农历新年庆典项

目主管史蒂芬•吉尔比（Stephen Gilbey）

先生。西悉尼大学媒体部门制作了论坛的视

频录影，大家可以在研究院的网站上看到。

视频副本已转至澳大利亚通讯与艺术部，

供“2017澳中文化对话”的参会者观看。 

2. 音乐是最普遍的表演艺术，也是每一个社

会的基本文化资源，尽管其呈现的形式在

不同的环境中有所不同。它常能叙述历史，

传达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非语言

交际潜能。电影在现代文化中占有独特的

地位，对年轻一代有着强烈的影响。它可

以跨越时间和地点进行记录和交流，是文

化交流的有力媒介。而近几十年来，得益于

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摄影和视频获得人

们的热衷。它们既具有很强的艺术价值，

又能提供强有力的纪录片背景和说明。舞

蹈、歌剧和戏剧等舞台表演形式在多媒体

演示中日益融合。通过所有这些创新艺术，

澳中两国不断地交流着文化见解，相互学

习，共同创造着令人振奋的全新艺术形式。                    

侨民、族裔社区和移民们的作品展现了在

二胡演奏家刘莹在研究院举办的多媒体演奏会《穿越声音空间的诗意力量2017》上的二胡表演
摄影：Petar Jovanov

不同文化之间转换的体验。倾听、观看和参与

有助于治愈人们受到的伤害和缺失。2017年7月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在西悉尼大学举办了一

个名为《穿越声音空间的诗意能量》多媒体音

乐研讨暨演奏会。活动由布鲁斯•科洛斯曼教授

（Professor Bruce Crossman）统筹，展现了

从中西方文化中获得灵感的新作品，吸引了来自

澳大利亚顶尖的表演艺术家，例如打击乐手克

莱尔•爱德华（Claire Edwardes）,以及来自香

港的古筝演奏家邱丹青。

3.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委托创作了一幅重要的

艺术作品，并于2017年10月完成作品在研究院大

厅墙壁的安装。这幅题为《和融》的作品，由

澳大利亚艺术家Jason Wing创作，运用了具

有象征意义的莲花叶子与澳大利亚原住民

树皮筏，体现了文化经由旅途交融。这幅作

品正对着研究院的美术馆，在过去的一年中

美术馆举办过四次展览，其中包括摄影作品

展、书法展和绘画展。请参考下方“公共参

与”栏，了解更多细节。

4.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于2016至2017年间

连续举办了四场展览，包括摄影作品、书法

作品和绘画作品。其中三场展览的作品都

展示了将澳中文化融合在一起所激发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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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力。第四场展览的作品来自澳大利亚国

家博物馆，展示了澳大利亚中部瓦拉科那

（Warakurna）艺术社区的作品。所有作品

的解释性文字都配有中文翻译，帮助了中国

访客了解并欣赏澳大利亚原住民丰富的文化

内涵。请参考下方“公共参与”栏，了解展览

的更多细节。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前主任赵立女士在研究院举办的公共论坛《与中国面对面：澳中文化交流之回顾与展望》上发言
摄影：Fang  

在研究院举办的多媒体演奏会《穿越声音空间的诗意力量2017》上， Dom Turner的吉他表演以及Tony Wheeler的琴演奏
摄影：Petar Jov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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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区与文化

1. 研究院采用了“文化”一词最广泛的定义，

将其解读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依靠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社区。来自不同文化

背景的人们对快乐和悲伤的反应不同，他们

以不同的方式对彼此和社会履行责任义务。

研究院关于“社区与文化”的研究课题所包

含的文化事物可以说是没有边界的，所以选

择与澳中两国关系相关的话题是很有必要

的，而西悉尼大学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专

长。首先选择的是医学文化。文化对健康的

影响是巨大的。它影响到人们对健康、疾病

以及死亡的观念，改善健康的方法，对疾病

痛苦的感受和表达方式，病患寻求帮助的去

所以及整个医患关系等等。西悉尼大学与中

国多所医科大学都有着长期稳固的合作关

系，尤其是在中医领域。澳中艺术与文化研

究院应基于两国健康专家们已完成的工作来

研究其关系发展中的文化问题。2017年，澳

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医学院、国家补充医

学研究院一直在讨论研究课题的确定及潜在

的合作领域。目前已确定了一个研究领域，

即影响中国医疗从业人员和医院诊所里的

患者产生不满情绪的医患关系和文化因素。

我们已初步接触了中国的研究员们，也强调

了跨文化研究的重要价值。人们已经普遍认

识到存在的实际问题，却鲜有定量定性的研

究。研究院将支持并鼓励这一领域的研究，

研究成果将对社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2.  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说过:“运动具有改变世界的力

量，给人启迪的力量，以及其他方式都难以

达到的团结人民的力量……它是带来和平的

有效手段。”澳中两国政府都认识到了体育

和运动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并采取了多种措

施来鼓励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参与其中。中国

有雄心成为国际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的

超级强国。然而相比较而言，体育运动在澳

大利亚文化中的地位要高于其在中国文化中

的地位，其中的原因至今尚不知晓。研究院

邀请来自西悉尼大学的研究人员，组建了一

个专门研究团队主要研究足球，并向澳大利

亚足球协会申请了一项研究项目，该项目将

分析悉尼西部澳大利亚华人球迷活动中的文

化问题。在撰写本文时，该研究项目还在等

待澳大利亚足协关于拨款的决定。

3. 尽管幽默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所有社

会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其在理论层面却远

未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它在促进心理健康、

教育、广告等诸多学科中都有着积极的作

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不同文化背景

下幽默的主题、幽默的表达方式和幽默的使

用规则都有着显著的差异。人们常说一个人

只有在能欣赏某种文化中的幽默时才是真正

理解了这种文化，因此那些来澳大利亚旅游

的游客会发现当地的幽默很难理解，而中国

文化中对于幽默的运用也有其独特的特点。

研究院院长梅卓琳教授一直致力于这一跨

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在2017年期间她在澳

大利亚、中国举办的多个会议上都就此专题

分享了其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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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活动项目

2017年开始，研究院向公众及西悉尼大学的师生

开放了一系列公共讲座和研讨会（一览表请参考

下方的“公共参与”栏）。研究院在社交媒体、研

究院网站以及中文媒体上对这些活动进行了宣

传。研究院院长以及一些到访研究院的知名人士

已接受媒体采访（包括SBS中文广播电台）。院长

还出席了一系列与中国文化和澳中关系有关的高

层论坛，并与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和香港的政

府官员建立了人脉关系。

公共举措

蓝易振教授与Peter Hutchings教授在研究院举办的中国端午节庆祝活动上品尝粽子

研究院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2.朋友和社区支持者项目

我们邀请所有参访研究院的人员登记注册为“研

究院的朋友”，以便获知近期活动。为此我们还

开发了一个社区联系人和支持者的数据库，该数

据库也将有助于未来的筹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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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罗•甘德瑞（Carrillo Gantner）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兼职教授 

阿德莱德庆典中心“澳中文化对话”
活动发言, 2016年9月27日

随笔

大家好! 我是加里罗•甘德瑞，我在中澳文化圈

已经有段时间了，非常感谢主办方的邀请,很高

兴能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此次活动。“中澳文化对

话”今天在这里举行标志着中澳两国在更紧密的

文化交往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当我在墨尔本大学攻读本

科时，我第一次对中国产生兴趣，人们不解地问

我为什么? 1977年2月，当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

人们还是问我了同样的一个问题。1978年，当我

带领第一家澳大利亚剧团访问中国时，很多文化

产业的从业者问我为什么。1979年，当我们带领

第一家中国剧团——福建木偶剧团到访澳洲，

登上Playbox剧院的舞台时，人们开始了解为什

么，并因后续1980年南京杂技团，1983年江苏

京剧团，以及同年湖南木偶剧团对墨尔本的成

功访问，人们对其中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新颖的精湛艺术与表演形式征服了澳洲的艺术

家与民众，也回答了那些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同

时为人们了解多样的古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

这些古传统文化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为澳大利

亚编织中的创新与文化多样性“绣帷”增加了新

的色彩。

当时我想要邀请南京杂技团的顶级杂技老师

回到澳大利亚，为成立不久的飞果蝇马戏团

（Fruit Fly Circus）的年轻表演者，澳洲马戏

团（Circus Oz）年纪稍长的成员，以及独立剧院

艺术家，开展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培训项目，澳大

利亚和中国的基金机构都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而当时正因为今天在座的梅卓琳（时任澳中理事

会主席），为我们提供了5000澳元的项目资金，

最终彻底改变了澳大利亚马戏团、杂技艺术以及

形体戏剧的命运。

如今不再会有人问为什么。此时此刻大家相聚于

此，表明了我们一致认为中澳两国有很多东西可

以互相学习，传授与分享。每一种文化和每一个

国家都可以通过与对方更紧密的接触而得到充

实。我这里提到的“充实”包含了这个词广义上

的两个方面，即深入的理解和信任，以及直接或

间接因此而改善的经济环境。

让我举一个特别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分享如何增

加我们的共同财富。上周末，我有幸与一支中国

电影团队共餐，他们正在墨尔本为一部即将投

放于中国市场的惊悚华语电影而忙碌。一百多位

中国电影艺术家与工作人员在墨尔本工作了近两

个月，与澳大利亚的技术人员、负责人和支持团

队合作，为的是搭建一个电影场景，重现上世纪

三十年代的老上海。你没有听错，他们并没有拍

摄袋鼠、考拉、海滩或灌木丛，而是利用墨尔本

的一些地点，比如柯林斯街、图拉克区的宅第以

及当地的教堂，重现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生

活。因为他们说，这不可能在中国完成。电影摄

影师对我说，等到电影明年初上映后，其他的中

国电影人将会被我们视而不见的澳大利亚风光

所征服，他预计今后会有更多的中国电影制作人

涌入澳大利亚拍摄作品。

我问过那个电影摄影师，他们是否在电影拍摄中

使用澳大利亚演员。他说他们确实有这个意愿，

并试图寻找，但找不到能讲流利普通话的欧洲

裔澳大利亚演员，一个都没有。所以他们请来了

法国和德国的演员来扮演欧洲裔的角色。

30多年前，在澳大利亚国立戏剧学院（NIDA）举

办的一次会议上，我指出在全澳大利亚艺术圈，

只有两个半个人会说亚洲语言，这还是在我厚脸

皮地将自己算作了那半个人的情况下。时至今日

这种情况几乎没有改善，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

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开始在这个国家从事

艺术工作，他们中有些人的母语是中文，有的则

是其他亚洲语言。语言对于我们作为一个行业和

一个国家取得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这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课题，但并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

14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现在请允许我就有助于建立成功交流模式的一

些因素，谈谈自己的看法。对于去往中国的澳大

利亚项目，资金支持是有限的，所以重点一定要

放在有质量的项目上。我知道“质量”是一个让

人担忧的词，但在这种情况下，它更多地意味着:

 ≥这个项目是由已有过文化交流工作经验的个人

或公司发起和（或）管理。仅有对中国充满幻

想的乐观以及“货物崇拜”的心态是远远不够

的。经验和关系网非常重要，需要得到重视，

因为这两者通常会带来更好的结果。

 ≥关注重点应该是那些能从政府和（或）私人赞

助者那里得到切实支持的项目。

 ≥你需要与你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建立牢固的伙

伴关系，无论它是国家或省级机构、私人运营

商，会所场馆还是其他可信实体。

 ≥实地考察场馆、制作要求、宣传计划、财务安

排和其他所有事物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个人认为，虽然这一观点并不为所有人认

同，澳大利亚应该利用有限的资金，支持那些

既能留下遗产又能代表当代澳大利亚的项目。

有些巡展似乎更倾向于获得国内的荣誉或“加

分点”，而不是真正的交流。其他一些项目，比

如在深入交流中取得成功的悉尼交响乐团，证

明了这不是传统或当代艺术形式的问题，而是

关于严肃对待交流承诺的问题。

去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中国文化部副部

长董伟先生对我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问澳大利亚之后，中澳文化关系进入了“黄金时

代”。虽然我从未听人在澳大利亚总理访华后对

两国的文化关系做出类似的评论，但是我认为董

副部长是完全正确的。

近年来，中国文化部大幅增加了对国际文化交流

的资助，成立了新的基金会或基金，为国内和国

际项目提供资助。我们所有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

都因此成为了受益者。我非常希望澳大利亚政府

能同样地提供充足的资金。我想强调的是，这是

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涉及官僚层面。例如，我了解

到在澳中理事会奖金最后一轮竞选中，他们收

到了150份申请，其中包括44份来自艺术和文化

领域，但提供的资金只够为9个艺术和文化项目

提供部分支持。145份申请书显然告诉我们不应

该再提出 “为什么?”或“为什么是中国?”这样

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问问为什

么澳大利亚政府没有在这个领域提供更多的支

持，而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艺术文化的重要性? 即

便是一笔相对较少的新拨款也有可能带来巨大

的影响。

我的中国朋友们希望我能够给予一些建议，帮助

他们最好地向澳大利亚展示他们的文化项目，对

此我有些犹豫，但请允许我发表一些个人想法:

 ≥必须精心挑选文化项目，选择那些与澳大利亚

观众相关且能引发他们兴趣的项目。例如，澳

大利亚观众对在中国流行的歌舞节目形式并

不热心。即使是在我们有所了解的领域，对项

目挑选的细节也需要非常谨慎。1983年，为了

能成功举办江苏京剧团的访问，我和安东尼•

斯蒂尔（Anthony Steel）观看了好几天的演

出，最终选出了能够展示不同艺术形式的九段

京剧剧目。因为了解澳大利亚观众的不耐烦情

绪，我们在控制节目长度方面十分强硬。我们

坚持要从八个“样板戏”中选取一个，从中提

取部分内容，并将其包含在节目表演中的原因

是，我们知道在当代和政治背景下重新诠释

一个传统艺术形式的表演，会引发澳大利亚

观众的兴趣。我们还为学校设计了一个介绍性

环节，这也受到了一些普通观众的追捧，他们

对艺术形式的多种元素感兴趣，想要了解人物

类型、妆容、服装、舞台技巧和乐器等。

 ≥当来访的中国艺术家和公司与知名的澳大利

亚管理机构合作时，活动可以取得最好的效

果。这些包括大型艺术中心、艺术节和顶级商

业经理人在内的澳大利亚管理机构手握资源，

可以开展项目、推广市场，并提供支持服务。

 ≥中国政府派谴很多演出公司来到澳大利亚，专

门为澳大利亚的华人社区举办演出，特别是在

春节和国庆节期间。这些来访项目更多的是由

侨办而不是文化部发起的，他们关注的是在澳

大利亚的华侨华人。然而有时这些演出公司在

除了华语媒体宣传之外，因为没有任何市场营

销，只能在二级市场上开展宣传。遗憾的是，

澳大利亚社区的其他成员因此几乎从未听说

这些来访团，即便有时来访的是极其杰出的顶

级艺术家和演出公司。几年前，中国顶尖杂技

演出公司广州杂技团就曾在澳大利亚有过类

似经历。他们原定在墨尔本市政厅里进行一

场晚场演出，但显然场地是无法符合演出要求

的。我最后帮助他们在艺术中心的国家剧院

进行了这场表演。演出门票全部通过中国的商

业渠道推广，当晚只有五名非华裔观众参加，

这其中还包括我自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

的遗憾，因为更广泛的社会各界应该获得欣赏

如此卓越的表演艺术的机会，特别是在中国政

府为将演出公司带到澳大利亚而做出巨大投

入的情况下。

 ≥我们这些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常会被当地的

华人联系，他们声称自己拥有某些人脉，可以

代表一些有意访澳的省级或市级艺术公司。中

国文化部对此无力把控。如果类似情况发生，

我想对澳大利亚管理机构说的是，你应该咨询

了解当地情况的人员，以便核实该人员和公司

的真实性，一个好的建议是从联系中国大使馆

或领事馆的文化办公室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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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格拉斯•戈蒂埃（Douglas Gautier），阿德

莱德庆典中心和南澳大利亚是艺术管理和技

术生产实习及培训领域的先驱。澳大利亚有

很多艺术中心、节庆活动、制作公司和教育设

施，可以为艺术文化领域做出很多贡献。我建

议设立一个双边委员会，以发展一个更有架构

和更广泛的实习项目以及其他培训机会，以确

定选择标准、条款和共同财务基础。在此基础

上，艺术文化项目才可能会得到发展，并壮大

到有利于双边利益。将资金投入培养杰出的

年轻人身上，在未来几十年里，他们将会致力

于澳大利亚与中国间的文化交流工作，这对两

国来说都是一笔积极的长期投资。

在即将结束这个演讲前我想指出，北京的中国文

化部在支持与澳大利亚的广泛文化交流方面是

非常慷慨的，也是具有远见的。他们曾两次邀请

我带领澳大利亚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支付了全

部费用。代表团成员主要是澳大利亚的节庆活动

导演、艺术中心节目导演以及项目编排的决策者

们。这些交流扩大了参与者的知识和人脉，并在

全新的、更为多样化的节目编排方面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因此，我很高兴地看到澳大利亚外交贸

易部跟随了这一模式，将中国的艺术从业者们邀

请至此，领略澳大利亚表演的多样性。

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即所有担任大型澳大利亚节

庆活动的艺术指导，或担任我们艺术中心项目经

理的人员都应该对中国艺术的内涵与多样化有一

定了解。只知道伦敦、巴黎、柏林和纽约早已远

远不够。了解北京和上海，以及东京、雅加达和

新德里会成为每一位澳大利亚资深艺术经理人

的必要装备。

请看看地图。看看我们住在哪里，谁又是我们的

邻居。请阅读我们报纸的商业版，了解我们的贸

易利益所在。请查阅学术期刊，认识国家安全的

复杂性。我想是时候将发展国家艺术与我们的国

家利益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而这一切正在当下真实地发生，这使我非常开

心。行业先锋活动“澳亚文化艺术节”（OzAsia 

Festival）正在阿德莱德举行，同时墨尔本也在

举办“亚太三年表演艺术节”（Asia TOPA）。艺

术家们因为使用来自心底的共同语言，成为了最

好的文化大使。

感谢你们所做的出色工作，为每个人都可以分享

到这项工作的激动人心之处与之回报提供了机

会。现在，让我们更密切地合作，创造出更丰硕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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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芮捷锐（Geoffrey Raby）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外部顾问董事
会主席  
 

2017年6月20日专栏刊登在《澳大利亚金融
评论》

能够制定对华政策的成年人都去哪儿了？
“邪恶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是好人无所作

为。”18世纪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如是说。 近期澳大利亚媒体和评论员

对中国的大肆报道，提醒我们不可再无视伯克

的警言。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危险论甚嚣尘上，并在澳大

利亚广播公司ABC的Four Corners节目播出关于

中国的一期特别报道后达到顶峰，节目声称，中

国在澳大利亚“安插间谍，制造影响”。

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中，安格斯•葛睿格

（Angus Grigg）和莉萨•默里（Lisa Murray）

记录了澳大利亚总理上任后的个人旅程，他从“

熊猫拥抱者”到发表针对中国的演讲，对于这一

转变，他无疑认为自己的眼光更为锐利，立场更

为强硬。

用华盛顿新保守派的语言来描述，即马尔科姆•

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现已“加入到房

间里成年人们的队伍”。对于那些没有加入对中

国采取强硬态度阵营的人来说，这句话的言外之

意很明显。

Four Corners节目并未尝试要保持节目内容的

平衡。我接受了该节目50分钟的采访，而其中只

有不到两分钟的内容播出了，与我相比，那些编

造中国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编织暗网故事的人，他

们的访问播出时间要多出好几倍。 

记者们以他们的结论出发，返回到采访内容中，

根据他们先入为主的故事，寻找那些最切合的评

论。而对于来自一位提供背景知识和一定平衡观

点，且真正了解情况的观察员的评论，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将其丢弃在了剪辑室的地板上。

荒谬的言论
在当前狂热的局势下，如果想要在关于中国的

探讨中融入一定程度的平衡，就要冒着被贴上“

熊猫拥抱者”、头脑不清、天真、亲华等充满贬

义标签的风险，这些术语如今常见于堪培拉的

高层政策论述中。只有一种观点会被“成年人”

所认同。 

外交贸易部表现的很懦弱。其部长让一个不知

情的局外人撰写关于中国的荒谬演讲稿，声称

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就永远不可能

成为一个区域的领袖。而情报安全机构都是建

立在中国威胁论的基调上，这切合他们的官僚利

益和预算。

提醒民众有关中国安插间谍对澳大利亚的影响，

揭发那些为获得捐赠而无条件妥协的政客，揭露

中国驻外外交机构监视校园内中国学生的行为，

这些都是十分合理的媒体行为。当然，澳大利亚

安全情报组织也应警告澳大利亚的政客，即华

人及其他社区组织为试图影响澳大利亚外交政

策而做出的捐款，可能会致使我们做出妥协。其

他国家肯定是认为我们“耳根子软”：由于马其

他小游说势力的影响，澳大利亚在马其他仍维持

着一个烧钱又未得到充分使用的大使馆。

在本土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为那些拥护对华强

硬政策的人提供了便利。国内和国外我们有一个

幻影敌人。这能创造出一种氛围，总理大人可以

随时指称中国为我们的“友敌”。在葛睿格和默

里引述的对华鹰派眼中，总理先生幼稚的言论赋

予他“成年人”的资格。

执政党用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来处理澳大

利亚的国际关系，反对党应能指责总理先生为

澳大利亚国民的“友敌”。但它却做不到，因为反

对党也有自己的对华问题，和执政政府一样，对

于我们同区域内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反对党也没

有处理与其关系的政策。

信任的基础
澳大利亚前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曾

多次提到，澳大利亚需要一个全新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在中国崛起后新秩序已形成这一背景下。

澳大利亚可以参与其中，在互信的基础上同中国

及区域内的邻国合作，也可以选择不参与，继续

依恋一个正在迅速消失的美国霸权秩序。

就目前来看，我们似乎选择了后者。而在澳大利

亚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使我们很难进行我们

急迫需要的全国性辩论，以事实为依据来探讨

我们如何能更好的处理同中国还有周边邻国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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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我们似乎已经认定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对中国不那么对立的态度只

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异常举动。因此澳大利亚就

必须坚守与中国对立的位置直到美国政府清醒

过来或是被新的政府取代，那么旧的秩序至少还

能获得部分修复。

这么做让我们与中国和区域内邻国逐渐脱离。澳

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很多事情

上曾机敏地指出，我们对待中国的态度应该是“

在自我保护中参与”，遗憾的是他在任时执行力

非常弱。

而现任政府似乎既不参与也没有自我保护。本

着“友敌”的思维，再加上新一轮的中国恐惧

症，政府正在逐渐剥离与中国的重要互动关系，

并鲜有同邻国合作达成保护举措。

日本是澳大利亚重要的盟友，但这种关系同时

也加深了中国对我们一举一动的不信任。印度在

东亚的战略位置无足轻重。“印度--太平洋”的

准则需综合考虑：我们首要的战略利益点仍在东

亚。民主政体的四边形联盟这一言论把地区划分

为意识形态阵营。 中国因此自然得出了一个结

论：这都是想要遏制中国，并把澳大利亚拥护这

一言论的做法看作充满敌意的行为。

区域外交
总理提出明年在澳大利亚举行东盟峰会的倡议

是勇敢且受欢迎的。然而，仅仅一次会议无法创

造出一个对冲策略。通过总理鲜少出访邻国的举

动（除了印尼和新加坡）就能看出我国区域外交

的敷衍态度。例如，澳大利亚总理已经超过十年

没有对泰国进行纯粹的双边访问了。

中国依然是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国家；中国试

图将其影响力扩展到海外，包括 使用一些澳大

利亚民众无法接受的方式；中国的人权记录依

然让人忧虑； 中国通过或公平或犯规的手段

日益加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这些早已不是什

么新闻。尽管如此，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未来仍至

关重要。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就如何制定外交政策进

行一次成熟的全国性讨论——这一讨论不再包

含“友敌”这样的巧语，也不再包括媒体和安保

领域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以此才能在发展演变的

新秩序形成之时施加影响，保障我国的利益。现

在是成年人回到房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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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澳大利亚华人历史研究 

丹尼斯•拜恩博士(Dr Denis Byrne)

在澳大利亚的遗产保护领域，许多建筑物和地

点得到了发现，它们代表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登

陆我们海岸的移民的历史。 这些建筑物包括

了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移民建造的咖啡馆，19

世纪80年代阿富汗的骆驼夫在伯克附近修建的

瓦楞铁清真寺，以及19世纪中叶在维多利亚州

和新南威尔士州的中国金矿工人营地。这些建

筑物和遗址讲述了澳大利亚移民地方建构的故

事。但历史遗产专家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

是这些移居澳大利亚的人在乘船或坐飞机来到

澳大利亚之后，仍旧在其原籍国继续积极地充

当着建设者。他们寄钱到家乡为自己和亲人建造

居所，他们捐钱建设新学校、新医院、新教堂和

新寺庙。移民从来都不是“单行道”，而是人、思

想、物件和资金在来源地与目的地之间不断的

循环流动。

没有什么比二战前中国人移居澳大利亚的事例

更能证实这一情况了。2017年西悉尼大学的文化

与社会研究院开启了这一研究项目，该项目由澳

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资助，并得到了澳中艺术与文

化研究院的大力支持，旨在研究那些迁移到澳

大利亚的广东省中山人（珠江三角洲）是如何创

造出一个在两地之间伸展的建筑环境。研究小

组将其描述为一个连接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跨国

历史遗产走廊，小组成员有丹尼斯•拜恩博士Dr 

Denis Byrne（组长）、洪宜安教授（Professor 

Ien Ang）、迈克尔•威廉姆斯博士（Dr Michael 

Williams）和黄慧华博士（Dr Alexandra 

Wong）。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中期，

中山的村庄里建起的那些房子，房子年份足够到

现在被认作为“遗产”，但人们却无法充分理解

其意义，除非将其与特定人群联系起来，例如当

年在新南威尔士州的Hill End金矿村开店的一

位中山侨民，这位侨民当时负责把中山矿工们的

工资都寄回他们的家乡。想到19世纪中期的淘金

热，我们就会联想到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从

沿海的福建省和广东省迁移到美国加利福尼亚、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发现金子的地方，不过同等

重要的是这些金子（以小袋金粉或金块的形式）

也同时在向另一个方向流去。该研究项目旨在记

录并分析澳大利亚的中山移民与中山的关联。我

们已经开始走访悉尼的中山侨民，记录他们的家

族历史，他们对家乡村庄的建筑环境所做的贡献

以及他们回去探亲的故事。2017年12月我们将开

始在中山当地的研究工作，测绘那些对澳大利亚

中山移民意义重大的地方，制作房屋、学校、祠

堂等故事中出现过的建筑物的影像记录。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颁发给郑艺超博士生奖

学金，他将在“中澳遗产走廊”项目下开展其研

究项目。他选择的博士学位课题为：20世纪末以

来，许多澳大利亚华人为支持其家乡（位于中山

的村庄和地区）的教育事业而付出的努力。 事

实上郑艺超自己的生活史也是中澳“走廊”的一

个缩影：他的父母于上世纪80年代移居凯恩斯，

他一直在那儿就学直到入读昆士兰大学的建筑

专业，之后他前往香港深造，获得了人类学的硕

士学位。他已经确定了中山的几所学校是由澳大

利亚的中山侨民建成或捐款资助建成的，其中最

老的一所学校建于19世纪20年代。令他特别感

兴趣的是，中山居民和中山侨民追求现代教育的

共性可被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复合体或是组合不

同而又相互作用的元素，其中包括学校建筑、建

设现代中国的共同理念、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

以及澳大利亚的中文报纸都鼓励华侨捐资给家

乡的学校。 

遗产走廊项目组的成员本身也都具有令人信服的

知识和专业技能。丹尼斯•拜恩在考古和文物保

护方面的背景使得他能密切关注移民走廊两端

创建的建筑环境，并确保研究成果能影响遗产

研究专家们看待移民遗产及开展相关研究的方

式。洪宜安之前就华侨自我身份认定的研究为我

们思考中国性和归属感增添了更丰富的角度。迈

克尔•威廉姆斯就中山的历史及其与澳大利亚联

系的研究开辟了澳中两国档案记录的丰富性。黄

慧华对广东话和普通话的熟练掌握以及她作为

采访者和文化数据分析师的专长促成了这一研

究在跨国环境中的可行性。该项目旨在超越关于

移民到达和安居的简单叙述，增强人们对澳大

利亚与中国以及华侨长期以来历史关联的意识，

帮助打造一个21世纪更加国际化的澳大利亚，使

其能充分运用中国移民赋予这个国家的宝贵的区

域联系遗产。

“中澳遗产走廊”研究组成员与澳洲中山同乡会前主席方
劲武（King Fong）先生在悉尼中山同乡会会址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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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卓琳教授（Professor Jocelyn 
Chey）

幽默是一种难以捉摸的现象，与社会本身一样复

杂。人们常说能否欣赏当地的幽默是对一个人是

否能真正理解当地文化的真正考验。比方说，澳

大利亚文化和美国文化有许多共同点，但大多数

美国人仍然不理解澳式幽默。这不仅仅是语言的

问题，尽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构成幽默的

一个重要元素。跨文化幽默研究揭示了不同的社

会团体和不同的社会使用幽默的重大差异，特

别是幽默的框架，以及何时、何地、如何使用幽

默，以及使用幽默的目的等不成文的规定。如果

有一个标尺来衡量幽默的规则，我们可能会看到

澳大利亚在一个几乎没有幽默规则的文化中排

在前端，而中国位于标尺的另一端，有许多的限

制和社会期望。正是这些对使用幽默的限制让

我着迷。在我近几年的研究中，我一直在寻找一

个答案：有没有中国式的幽默感？我已经在两本

合著、合编的书和几篇文章中给出了部分答案，

但我仍在寻找一个完整的答案。 然而，目前我

可以肯定两个事实：幽默感是普遍存在于人类环

境中的，如果不考虑其文化背景就不可能理解幽

默。因此这是研究院潜心研究中国艺术与文化的

一个重要领域。

幽默研究是跨学科研究中相对而言比较新的一

个领域，扎根于心理学并与历史、文学、语言学、

教育学和人类学等其它学术领域都有关联。幽

默的比较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关于中国及

其它亚洲文化的幽默研究很少。中国悠久的文学

幽默传统在国际上鲜为人知。 人们通常称古希

腊为幽默的鼻祖，那里有着世界上最早的笑话集 

(Philogelos)（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但它有了

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也就是《笑林》，作者是公

元3世纪魏朝的智者和哲学家邯郸淳，而中国历

史和文学史上最早有记录的富于幽默感的人就

包括了一些朝廷滑稽师，录于司马迁在公元1世

纪所著的《史记》中。

 

著名学者、翻译家夏志清于1978年在香港

Renditions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中国式幽默

感”的文章，文章中他提到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

个特殊性，他认为这个特点是来源于道家思想

对使用强力的不信任。因此，他写道，中国人赞

赏史书和文学作品中通过快速聪明的点子找到

解决方法，而使用军事力量或官方举措却无济于

事的描述。这个特点是中文用语“滑稽”的一个

部分，这个古老的词汇现在已经被20世纪的新词

汇“幽默”所取代。

幽默

岳敏君创作的大笑人物雕像，获艺术家同意将其作为书籍
《中国生活和文化中的幽默》的封面

华君武的卡通作品

中国式幽默这一领域有很多值得特别研究的课

题，有足够的素材让一大批研究人员忙碌不休。

虽然中国式幽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幽默很相似，

但在中国文化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幽默和笑

却与世界其他国家有着有趣的差别。中国社会礼

仪要求成年人自律，所以在正式的场合里微笑或

大笑都是不被鼓励的，而欧洲文化则鼓励人们把

笑容作为社交场合的润滑剂。另一方面中国人有

时会用笑声来掩盖不幸的或意料之外的情况带

来的尴尬，而这种方式在西方社会并不常见。因

此一些访问中国的外国人可能将其误解为一种试

图表现幽默感的方式。在跨文化幽默感的测量

表上，中国及其他文化在表现自嘲的笑、自我防

卫的笑以及攻击性笑话上各有不同。 幽默在市

场营销、教育领域和其他场合中的应用也因文化

而异，为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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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文化中，幽默都可以作为一种政治工具。

当某些人或阶级受到压迫又没有其它能报复或

发泄情感的方式时，他们仍然可以求助于幽默。

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前，东欧和苏联对幽默颠覆性

的运用是很常见的。这种用法也在中国文化中出

现过。例如2004年非典期间就产生了大量在中国

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笑话，反映了人们对政府应

对危机行动的迟缓和能力不足的担忧。

很多中国式的幽默都取自文字游戏和双关语，在

这方面汉语本身就很令人钦佩。更独特的是汉语

的书面文字也能起到幽默的效果。这种现象促

使我研究了中国文化中谜语或灯谜的使用。和传

统的谚语（即歇后语）一样，谜语提供了找出隐

藏答案的线索，暗示着一个恍然大悟的时刻。在

中国文化中，灯谜是人们在春节期间娱乐的常用

手法。 在许多其它文化中谜语都与诸如婚礼或

葬礼的仪式有关，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

中国谜语会与新年有关。中国的谜语还有许多其

它方面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包括为什么谜语都是

写的而不是说的。对中国谜语的研究将有助于更

好地定义和理解幽默，以及它在所有社会中的用

途和局限性。

北京艺术家刘清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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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翘玮博士

因着全球暖化、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生态批评」在过去二丶三十年渐受关注。然而，

这一门学科在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以来并没有太

多的汇聚和交流，双方着眼点往往放置于本土性

的论述中。中国儒、佛、道三家学说蕴含根深蒂

固的生态哲学概念，但基于熟悉东西两方哲学的

生态批评学者为数不多，以东西比较为焦点的生

态批评在二十一世纪初之前仍然不常见。

不过，在过去近二十年，跨文化和跨学科的研究

显著增加。东西方的学术交流渐见紧密，与生态

环境议题相关的电影、视觉媒体和视觉艺术亦

渐见多元和国际化，令生态批评得到更广泛的影

响力。生态批评包含多元纷乱的理论和实践方

式，但无可否认在文化研究和学术探索中，环境

和生态已成了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议题。生态批

评提供了一个让我们了解人类和非人类（这里泛

指动物、植物、环境和死物）的互动及其千丝万

缕的复杂关系。

「比较生态批评」旨在开拓中国哲学和西方文化

理论的跨文化对话，激发西方理论如环境公义、

后结构主义和新物质主义等，与中国儒、佛、道

中的自然美学和生态哲学思想之间的碰撞。同

时，比较生态批评亦鼓励跨学科交流，为科学、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建立桥梁，促进各方共同寻

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好方法。

 本项目以「相连性」作为比较生态批评的关键

词，从两个方向进行研究：以「跨国性」来强调中

文社群在世界各地所面对的环境问题; 以及「

跨物种」来审视人类和非人类在历史进程中的互

动，从而理解社会环境的变迁。

跨国性环境议题
近年，废品、污染物和毒性环境在成了中国电影

和艺术中的重要议题，而这些作品也在社会、

政治和文化方面显示了一定的影响力。当中例

子多不胜数，例如王久良的纪录片《垃圾围城》

（2009）和《塑料王国》（2017）丶柴静的《苍穹

之下》(2015)丶徐冰的艺术装置作品《凤凰》和《

背后的故事》丶何翔宇的《可乐计划》（2008- ）

以及杨泳良的数码山水作品《蜃市山水》等。本

研究透过环境污染和废品等的跨国性、全球性社

会现象来分析相关的历史论述。本项目的理论范

围包括西方的废物和废墟理论学说、全球环境公

义、后殖民生态概念和后人类主义等哲学概念。

透过东、西方理论的应用，我们期望进一步了解

人类世（Anthropocene）论述对中国艺术和文

化发展的影响。

人类中心主义以外的连结
自二十一世纪，越见严峻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令

学者们开始对长久以来以人类为中心的社会发

展方式作出质疑。

生态意识在近年的电影、文学、艺术和文化中无

处不在，我们应当审视一下人类和非人类世界之

间的关系：我们如何和怎样以生态主义和非人

类主义为核心，去认识和了解中国艺术和文化？

大自然、动植物、环境和物件在中国文化和社会

的建构中起了什么作用？艺术和文化如何让我们

更清楚看到历史中人类和非人类的相连性和共

生关系？

在儒、道两家学说的典故中出现各式各样的动

物寓言和山水意象，引证了自然是人类社会中不

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数千年来，它们一直影响中

国人的哲学概念和文化生活。不过，踏入二十世

纪，人类经历了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进程，自然

和非人类在主流社会中逐渐被忽略。生态批评正

好为「非人类」在现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基制中重新定位。

本项目聚焦中国艺术和文化，并以下列两点作为

主要研究范围：

一、当代中国和世界山水

本研究项目的一大重点在于把生态批评拓展至

中国视觉艺术、电影和流行文化的层面，并将当

中理论应用于山水美学和跨文化环境政治伦理

的论述。相比传统山水画每每反映天人合一的中

国哲学理想，我们近年在媒体中看到愈来愈多的

现代「新山水」，如贾樟柯电影中的建筑废墟；徐

冰以垃圾砌成的仿山水画装置艺术品；和张艺谋

以高端科技和灯光建成的大型户外山水实景演

出，这些「新山水」如何令我们更加关注人类和

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改变我们对天人合

一的看法？

二、动物权益和非人类的社会价值

近年，西方学者尝试运用多物种生物研究的框架

去开拓学术领域中的社会和文化研究。然而，在

中国语境下，仍然未有多少探讨动物和非人类在

社会和历史中产生的作用的讨论。

生态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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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马是香港殖民时代开始的一项流行文化活动。

参考香港赛马会及其历史不单让我们更深入了

解到马匹和赛马对于香港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

的意义，透过分析不同时代的电视和印刷媒体的

赛马评述，以及几十年来香港马匹退役后被送到

澳洲、中国等地之后安养的状况，更让我们透过

「跨物种连结」看到（后）殖民香港的多元文化

历史和社会变迁。

近年的黑心食品和玉林狗肉节等事件令中国在

食物卫生和动物权益议题上受到国际关注和抨

击。传播媒介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形象的报道态度

走向两极化，我们既看到《舌尖上的中国》一般

正面形象的饮食纪录片，也常常接收到社交网络

上具批判性、甚至煽动性的负面报道。在资讯泛

滥的年代，我们如何对中国的动物权益与饮食文

化作定位？

丰子恺在《护生护心》中的动物和昆虫绘图、莫

言的文学作品《生死疲劳》、台湾作家吴明益的

蝴蝶书写、以及最近纽约古根汉博物馆计划展

出的动物艺术装置；无不反映作者和艺术家们

越来越热衷透过非人类和跨物种的角度去重新

诠释中国社会和文化。比较生态批评提供了崭新

角度去让我们认清人类和非人类在历史建构中

扮演的角色，加强对中国传统和文化的认识。

 面对全球性环境中的各种挑战，比较生态批评

能开拓人们的思维，而艺术和文化则可以促使人

们对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作出反省和思考，好让我

们以更敏锐的环境触觉去阅读、诠释和了解文化

的各个面向，从而提高中国、澳洲以至全世界的

生态媒体素养。

杨泳梁的艺术作品，杨泳梁工作室，上海

姚璐的艺术作品，Bruce Silverstein画廊，纽约

摄影：Giovanni Mari。来源：Wikimedia Commons,  
CC-BY-S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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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翔博士

数字出版转型并非简单的技术变迁，而是受到技

术、文化、商业与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

数字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在互联网平台上发表内

容，让内容以多媒体形式传播，并提供给读者个

性化和参与性的数字阅读体验。可以说，数字出

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出版产业的升级，它开启了

一个全民参与创意的时代。虽然新出版模式具有

强大的颠覆力，其影响还要受制于复杂的经济、

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

中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庞大，在2016年总收入

接近5 000亿人民币（约合1 000亿澳元）。超过

3亿中国人已成为数字阅读的重度使用者。可以

说，数字出版正在革命化中国人书写、阅读和文

学参与的方式。数字出版业也在打破很多束缚

中国公众阅读的禁锢，无论是来自政府的内容控

制，还是来自出版商的付费壁垒。 

数字出版，尤其是近年崛起的移动阅读，日益

成为一股挑战这些壁垒的颠覆性力量——无论

商业模式，还是传媒监管、审查以及传统出版文

化。通过改变读者、内容与出版商之间的传播机

制，数字创新拓展了出版领域，丰富了出版内容，

也由此提供了社会启蒙与公众参与的新机遇。在

数字新时代，数字出版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

并推动社会进步与转型。

乐观与不确定性永远并存于数字转型中。在中

国，数字出版能否引领一场文化范式的变革取

决于很多语境因素，比如，政府管控，国有出版

企业的垄断，印刷时代公众阅读传统的缺失，以

及传统思维在学界业界的根深蒂固——这些与

开放、互联和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文化存在着深

层对立。

数字创新与社会文化因素间的关联互动是研究

中国出版与文学演变的根本。这一复杂的互动

关系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了良机，尤其是新出版

模式、数字阅读大众和出版的开放知识使命之

间的关系。

基于互联网文学，开放获取出版和文学翻译，我

的研究探寻出版创新对知识获取与文化参与的

意义与价值，以及出版创新如何打破来自把关

人、权威、出版商以及语言文化差异等方面的

限制。简单地说，数字出版如何民主化文学与

知识。 

我的研究整合了文化研究，出版研究和互联网社

会政治研究的方法，不但分析文本的含义，也对

文本产生、传播、消费、评价、禁毁和重生的经

济、社会与机构语境进行分析。通过历史的和进

化的视角，我对数字出版转型的研究建立在出版

历史与数字未来之间的对比整合之上。为了深刻

理解数字出版的复杂性，我的研究同时使用了传

统方法与计算机化的数据分析采集。

我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了很多数字出版方面

的论文，包括《媒体、文化与社会》《学术出版》

《在线信息评论》；我的作品也被收录在具有

影响力的学术图书报告中 ，比如国际图书研究

协会2016年年度专辑《中国图书文化转型1600-

2014》《中国文化创意产业手册》。我也受邀在很

多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比如《科技与

出版》《出版广角》《出版参考》等；我迄今有八

篇中文论文为被人大复印资料收录 ——在中国

人文社科领域，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是对文章质

量价值的重要认可。

我受邀在很多研讨会和公共论坛上发表关于数

字出版的讲座与讲话。2017年，在加入澳中艺术

与文化研究院后，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国

际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与竞争研讨会》上，作了关

于中国跨媒体在线文学的论文演讲。我的讲座，

题为《开放知识与数字中国》，是第一个由澳中

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和文化与社会研究院联合举

办的学术讲座，吸引了众多各界听众光临；在阿

德莱德的澳亚艺术节期间，我应邀发表了题为《

微信世界》的演讲，介绍了中国数字出版和在线

写作的现状与未来，并通过YouTube实时直播，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数字出版

任翔博士在阿德莱德举办的澳亚艺术节“书写中国”项目上发言。摄影：Ope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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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的研究集中在三个相关题目上：全球化

的中国出版，开放获取出版，以及数字写作与

阅读。

数字全球化为中国出版提供了与世界文学和全

球读者互动的新机遇。中国出版走出去在新环境

下有何新发展? 数字出版创新如何促进中国和

澳大利亚之间的文学出版合作与艺术交流？数

字出版和阅读如何改变文学翻译？目前，我正在

将一些研究成果撰写成文章，包括受邀的图书章

节及期刊特刊。同时，我也在积极拓展跨机构研

究合作。比如，我近期协调组织并参与了由ACIAC

与ICS合办的‘自动化知识与自动化出版基础设

施’的研究论坛；在2018年7月，我计划组织一场

关于中国出版和中国出版研究的国际研讨会，与

第26届世界写作、阅读与出版史协会的年度大会

同期举办。我希望借此机会联结对中国出版有兴

趣的国内外学者，形成关于国际化中国出版的研

究合作网络。

开放获取是我的另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开放

获取的发展有哪些独特之处? 中国开放获取出

版在国际上的影响如何？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如

何在开放获取与学术出版领域建立合作？我目前

写作的专著《开放知识与数字中国》将由国际知

名学术出版商Edward Elgar出版。我在今年年

初提交了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青年学者研究经

费（ARC DECRA）的申请， 项目题目是‘中国与

澳大利亚的开放知识与开放文化’。我将继续从

事批判性的、面向实践的开放获取研究，继续与

国际领先的开放知识机构进行合作，为开放获取

的倡导者、实践者、出版商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

价值的信息与建议。

数字写作与阅读是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数字

阅读在中国极具包容性，尤其是将弱势群体和以

往被排除在主流公众阅读之外的人群引入中文

图书世界，比如，农民工、偏远地区民众，低收入

人群，海外华人等。数字阅读，尤其是移动阅读

如何民主化文学与知识？基于全民文化参与的在

线写作与数字阅读有何新特色？我正在开拓跨

学科研究与合作，以便批判性地理解大众数字

阅读，同时计算机化地挖掘阅读数据。 ACIAC

在2018年将迎来一位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我也

将与她在这一领域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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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展览

日期 展览名 简介

2016年9月1日 – 2017年1月20日 《乡村与大都市之间》
西悉尼大学的学生及教职工赴香港与深圳学习考察的摄影

作品展

2017年1月23日 – 5月5日 《无形却有形 西悉尼当地艺术家沈淑清的书法与水墨画作品展

2017年5月11日 – 8月18日 《瓦拉科那：走进我们内心和视线的故事》
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巡回展，展出的绘画作品均来自澳大利

亚西部沙漠社区瓦拉科那。

2017年8月28日 – 2018年月1日 《尽其精微，工笔》
此摄影展为深圳大画幅摄影协会与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传媒艺

术学院进行的国际交流

公共参与

Chinese Aesthetic in Fine Art and Experimental Photography in 
exchange with Australia August/November 2017

The photographs represented in this major 
exhibition, are a component of a larger  
project titled Meticulous Detail, Gongbi  
工筆 representing a spontaneous resurgence 
of global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original and 
experimental photographic media and 
techniques. Most of the photographs are 
from China, particularly the Shenzhen Large 
Format Photography Association with 
con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from Sydney Australia. 

Although numerically small within this 
exhibition and project, two of the three 
Australian artist/photographers are Higher 
Degree Research students at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and all three combine variously 
as important, key international figures in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photographic media 
following a couple of decades and more 
of the massiv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photography’s successful digital parody.

Gongbi 工笔 meaning ‘meticulous detail’, 
is a term borrowed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erly depiction and refers to 
a careful realist technique, unlike the style 
of interpretive and free expression xieyi 寫
意 ‘sketching thoughts’. Revival of original 
photographic techniques and depiction restores 
the rendering of a photographic negative 
and print to the making of a beautiful, unique 
object in itself, as emphatically as the proposed 
concept or narrative of any image. Most of 
the photographers are working with very high 
resolution photographic images or sometimes 
direct prints from found objects using no 
camera at all, producing maximum detail 
dependent upon the media and materials used. 

This exhibition gives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compare and identify trac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within photographic imagery 
regarding adoption and/or shar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sensibilities. In ter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ubject matter there is an emphasis on 
landscape, nature and figuration combined with 
a notable retention of sentimentality, beauty 
and the ideal shunned by western modernism. 

Across the four traditional skills compri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painting, calligraphy, 
music and chess, there is potent crossover of 
meaningful sensation called synaesthesia. So 
that, music corresponds to shape, volume and 
line in nature as does painting to tonality, colour 
and song. Thus, for example, calligraphic line 
and trajectory may be employed to structure 
photographic pictorial composition echoing 
through all formations of Chinese art. Positing 
enquiry, such as: what is it that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bring to a westernised aesthetic 
and how much, in turn, has that already been 
influenc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aesthetic?

Gongbi 工笔 Meticulous Detail has been 
supported for exhibition by the Australia 
China Institute of Arts and Cultur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Arts,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The project as a 
whole by China-Australia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ssociation and the Shenzhen Large 
Format Photography Association, China PR.

Dr David Cubby  
Augu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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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Enrico Scotece, Mount Guthega, Kosciuszko, Australia, May 2017

ARTC2033 Meticulous Detail.indd   1 17/08/2017   11:14 AM

Warakurna: All the stories got into our minds and eyes is a travelling exhibition developed and presented by the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This project has been assisted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Visions of Australia program. 

Making the Cut Line with Len Beadell, 2011, by Jean Inyalanka Burke, one of a collection of artworks by Warakurna Artists, donated through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s Cultural Gifts Program by 
Wayne and Vicki McGeoch, National Museum of Australia

An exhibition of unique works that document a new art movement  
emerging from the Western Desert community of Warakurna

Tjukurrpa ngaparrku-ngaparrku nintira nyuntulu-yan kulira nintirrinytjaku  
We are sharing our stories with you so that you can learn about them

ON SHOW FROM 11 MAY TO 18 AUGUST 
FREE | AUSTRALIA-CHINA INSTITUTE FOR ARTS AND CULTURE,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Australia-China Institute for Arts and Culture, Building EA.G.03, Parramatta South Campus,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Corner of James Ruse Drive and Victoria Road, Rydalmere. 

+61 2 9685 9943 
westernsydney.edu.au/ACIAC/exhibitions/warakurna_-_all_the_stories_got_into_our_minds_and_eyes 

Opening Hours: Monday–Thursday 10am–3pm, Friday 11am–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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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活动

日期 活动信息 组织方

2016年8月13 -16日 艺术展《共生》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及悉尼中国文化中心

2016年9月23日 “穿越时空的对话”纪念莎士比亚与汤显祖逝世400周年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及悉尼中国文化中心

2017年4月6日 任翔博士公共讲座《开放知识与数字中国》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及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

会研究院

2017年5月3日 梅卓琳教授演讲《音乐可以改变世界》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及西悉尼大学音乐治疗中

心在Campsie 华人服务社共同组办的研讨会 

2017年5月8 - 10日 第四届中澳文学论坛（活动城市：广州）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及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传媒

艺术学院

2017年5月25日 公共论坛《与中国面对面：澳中文化交流之回顾与展望》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及悉尼中国文化中心

2017年5月27日 端午节庆祝活动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活动

2017年6月6日 迈克尔•威廉姆斯博士（Dr Michael Williams）公共讲座《正面我赢，反面你

输：一场注定失败的语言听写测试》: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7年7月4日 杨平博士公共讲座《从跨文化的角度审视一个多元化的国家》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7年7月17日 苏州大学王腊宝教授公共讲座 《中国的澳大利亚研究工作》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7年7月19日 武汉大学李勇教授公共讲座《儒家与人权》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与西悉尼大学哲学系

2017年7月20日 多维创意演奏研讨会《声音空间的诗意力量》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与西悉尼大学音乐系

2017年7月25日 韩静博士公共讲座《翻译“非诚勿扰”的成功要素》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7年8月3日 于丹教授与三位澳洲学者的圆桌讨论《儒家思想与当今社会的文化相关性》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7年9月26 – 27日 安东尼•乌尔曼教授(Professor Anthony Uhlmann) 和瑞秋•莫利博士（Dr 

Rachel Morley）作为客座讲师赴北京访问鲁迅文学院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及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传媒

艺术学院

2017年10月3日 中国作家郝景芳对话周思教授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7年10月11日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作家谢晓虹对话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朱

翘玮博士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7年10月13日 祖天丽博士的全新展《无影无踪》在惠特拉姆美术馆的开幕仪式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及惠特拉姆研究院

2017年10月20日 祖天丽博士：中国剪纸研习会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活动

2017年11月1日 露西•蒙哥马利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Lucy Montgomery）公共讲座

《创造性革新与网络型文化：奠定未来的全球化中国》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公共讲座

2017年11月2 - 3日 研讨会《自动化知识与自发性出版构架》（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博士后研究

员任翔参会并发言）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

研究院以及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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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联活动

日期 参与人员 活动信息

2016年9月12日 院长 对中关系圆桌讨论，活动地点：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国家办公室，堪培拉

2016年9月13日 院长 澳大利亚翻译协会中译英翻译大赛颁奖典礼，活动地点：悉尼中国文化中心

2016年9月25日  西安交通大学代表团访问

2016年9月27日 院长 首届澳中文化对话，活动地点：阿德莱德

2016年9月29日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顾小杰到访

2016年10月13日 院长 主持到访香港公众人物陈方安生和李驻铭的公开演讲活动

2016年10月17日  厦门大学代表团访问

2016年10月17日  悉尼艺术家刘尧在研究院展示书法作品

2016年10月18 - 23日 院长 访问鲁迅文学院，以及澳大利亚驻华使馆

2016年11月4日 院长 庆祝4A亚洲当代艺术中心成立20周年研讨会，活动地点：悉尼大学

2016年11月16 - 18日 院长 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研讨会，活动地点：广州中山大学

2016年12月12日 院长 接受2SER电台关于中国和文化外交的采访

2017年1月29日 院长 接受ABC电视台中国新年节目录制

2017年2月1 - 3日 院长 澳大利亚幽默研究联席国家会议，活动地点：维多利亚州巴拉瑞特市（Ballarat）

2017年3月2日  澳大利亚中国理事会主席阿洛皮•拉图科夫（Alopi Lautekefu）到访

2017年3月12日 院长 孙中山自传新书表布会演讲，活动地点：悉尼国民党总部

2017年4月1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代表团访问

2017年6月7日 任翔博士 文化创意产业协作与竞争国际研讨会发言《电影及电视中国网络文学》，活动地点：上海

2017年6月8日 任翔博士 访问上海张江数字出版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会见韩露总经理

2017年6月8日 任翔博士 到访阅文集团上海总部，会见总编及管理层

2017年6月11日 院长 新州美术馆黄永玉专场活动发言

2017年6月15日 院长 接受今日悉尼采访

2017年6月15日 中国高校校长访问团到访

2017年6月16日 院长 与新州教育部会面，讨论“侨鑫”汉语教师奖学金事宜

2017年6月20及27日 西悉尼大学早教中心参观研究院美术馆

2017年6月27日 华人服务社护理中心老年人参观研究院美术馆

2017年7月6日  国立台湾大学代表团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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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参与人员 活动信息

2017年7月10日 西悉尼大学法学院中国学生参观

2017年7月10 - 12日 院长 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双年会发言《猜谜：一种传统的中国式幽默》，活动地点：麦考瑞大学

2017年7月21日 任翔博士 会见中国出版集团代表团，活动地点：西悉尼大学写作与社会研究中心

2017年7月27日 院长 以董事会成员身份参加悉尼科技大学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院董事会会议

2017年7月28日 院长 澳台工商委员会主席访问

2017年8月3日 访问学者于丹教授 接受SBS中文广播采访

2017年8月27日  西悉尼大学开放日

2017年9月9日 院长 四川视觉艺术创意展《创意热岛》开幕致辞，活动地点：悉尼中国文化中心

2017年9月30日 院长 为艺术家王兰的展览开幕致辞，活动地点：艺术厅美术馆（Art Atrium Gallery ）

2017年10月8日 任翔博士 阿德莱德澳亚艺术节，“书写中国”项目，公共讲座《微信世界》

2017年10月11日 朱翘玮博士 主持研究院公共活动：与香港文学作家谢晓虹对话

2017年11月2日 院长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杭州西冷印社创社百年活动发言

2017年11月8日 朱翘玮博士 2017环境正义大会发言《塑料垃圾的文化生活：跨国生态电影中的环境公义》，活动地点：悉尼大学

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顾小杰向研究院赠送280多本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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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悉尼大学的大多数研究院和学院中
都开展了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研究和教
学，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为此提供了
积极的支持。例如教育学院、法学院和
护理学院都与中国有过正式的交流活
动，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代表团访问
帕拉马塔校区时也都参观了澳中艺术
与文化研究院。同样的，惠特拉姆研究
院和文化与社会研究院都与澳中艺术
与文化研究院合作开展了一些他们研
究院重要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都是和
在中国、香港和台湾的合作伙伴共同开
发的。

西悉尼大学将中国作为其国际合作的重中之

重。2017年6月15日，研究院接待了由中国高校负

责人组成的代表团，他们当时的到访旨在探索未

来合作的潜在途径。研究院还与台湾的几所高校

开展了积极友好的讨论，这些高校都与西悉尼大

学签有交换项目协议。

为西悉尼大学中国项目提供的支持

中国高校代表团访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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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关系硕士课程

我们已经开发一个新的课程（即中国文
化关系硕士）来满足文化机构和政府
部门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文化交流需求。
该课程还为未来中国文化和跨文化交
流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新途径。这一
教学项目正切合研究院促进艺术与文
化交流的目标，以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
解，建立澳大利亚与中国及其它中华文
化中心的联系。 

研究院的经费包括指定用于奖学金的款项及其

硕士学位的旅行补贴。中国、香港和台湾是西悉

尼大学推广国际发展的首要目标。尽管本课程主

要是为澳大利亚的学生而设计，它也将会吸引许

多国际学生，尤其是那些计划未来从事学术工

作，在文化组织或旅游业就业的中国学生。就西

悉尼大学内部而言，这一课程非常切合澳中艺术

与文化研究院、人文与传媒艺术学院、商学院及

其他学院所开展的工作。部分奖学金对澳大利

亚本国学生开放。 

这一为期18个月的硕士学位课程将于2018年年

中开课。学生也可以选择在第二年转为研究型硕

士，使之成为一个为期两年的学位课程。 第一

年将包括以下核心课程：中国文化政策与实践入

门，澳大利亚文化政策与实践，跨文化交际，文

化外交与软实力，艺术组织管理与治理，研究项

目设计与规划入门。该学位将有一个国际研究的

课程在中国进行，为此会有旅行津贴。第二年将

包括一个研究项目。

这一硕士学位结合了文化交流的理论与实践。预

计学生们将能学会分析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文化

传统以及这些传统如何影响着文化交流。  他

们还将学习如何解决交流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

及如何制定创新项目并有效地进行市场宣传。我

们将从本地的艺术团体中邀请客座讲师授课，同

时，作为课程的一部分，学生们也有可能获得与

讲师们共事的实习机会。

教学

32

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

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梅卓琳

学术书籍章节
Chey, J. (2014) Cultural diplomacy and 

Australia-China cultural relations. 

In Willow Catkins: Festschrift for Dr Lily 
Xiao Hong Lee.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Sydney.

Chey, J. and Chan, M. (2013) ‘Love you 

to the bone’and other songs: Humour 

and rusheng rhymes in early Cantopop. 
In J. Milner Davis and J. Chey (Eds) 
Humour in Chinese Life and Letter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Chey, J. (2011) Youmo: The Chinese sense 

of humour. In J. Chey and J. Milner 

Davis (Eds) Humour in Chinese Life and 
Letters: Classical and Traditional Approach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ong Kong.

Chey, J. (2014) The huaji-ists, In S. 
Attardo (Ed) Encyclopedia of Humor 
Studies, Vol.1. Sage Publications

Chey, J. (2014) History of humor: 

Classical and traditional China. In 

Encyclopedia of Humor Studies Vol. 1.

Chey, J. Xiangsheng. In Encyclopedia of 
Humor Studies, Vol. 2.

Chey, J. Xiehouyu. In Encyclopedia of 
Humor Studies, Vol. 2.

同行评审期刊文章
Chey, J. (2016) Cantonese xiehouyu: 

Sardonicism in a regional culture under 

threat,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JOSA) Vol. 48, pp. 142-167. 

Chey, J. (2014) Culture and diplomacy: 

The case of Taiwan, JOSA Vol. 46, pp. 
41-73.

随笔
Chey, J. (2016). Australia China 

relations 1972-1983. Paper for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Office Forum on Ministers for 

Foreign Affairs 1972-1983. 

Chey, J. (2013) Laughing Down the Ages: 

A Brief History of Humour in China. A.R. 

Davis Memorial Lecture, JOSA Vol. 45, 
pp. 1-18.

书评
Chey, J. (2017) Review of Christopher 

Rea, “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 In 

Humor, Vol. 30.3 (August 2017), pp. 347-
350.

Chey, J. (2016) Review of Hans 

Steinmuller et al, “Irony, Cynicism and 

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China Journal 
Vol. 77 (December 2016), pp. 76-77.

Chey, J. (2014) Review of Kirk Denton, 

“Exhibiting the Past: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useums in 

Postsocialist China”. In TAASA Review 

Vol. 23.2 (June 2014).

Chey, J. (2014) Review of Yi Wa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post 1949: 

Sixty Years of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a Journal Vol. 71 (January 2014), 
pp. 301-302.

Chey, J. (2013) Review of Ian Johnston, 

“The Mozi: A complete translation”. In 
JOSA Vol. 44 (2012).

朱翘玮 

学术书籍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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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u, K. (2015) Animating Shanshui: 

Chinese Landscapes in Animated Film, 

Art and Performance. In C. Pallant (Ed.) 
Animated Landscapes: History, Form, and 
Function. Bloomsbury Academic, New York 
& London, 109-124.

Chu, K and S. Carter. (2015) Framing 

Visual Texts for Ecomedia Studies. In 

S. Cubitt, S. Rust & S. Monani, (Eds.) 

Ecomedia: Key Issues. Routledge, London, 
pp. 17-26. 

Chu, K. (2013) From My Fancy 

High Heels to Useless Clothing: 

‘Interconnectedness’ and Eco-critical 

Issues in Transcultural Documentaries.

In P. Kääpä & T. Gustafsson (Eds) 

Transnational Ecocinema: Film Culture in an 
Era of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tellect 
Book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ristol & Chicago. 2013, pp.65-84. 

Chu, K. (2012) Constructing Ruins: New 

Urban Aesthetics in Chinese Art and 

Cinema. In M. Munro (Ed.) Modern Art 
Asia: Papers o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研究成果出版，会议学术报告与发言
（2011至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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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Art. Enzo Arts and Publishing, 
Oxon, pp.191-212. 

Chu, K. (2012) Displacing Red Childhood: 

Representation of Childhood during Mao’s 

Era in Little Red Flowers. In D. Olson 
and A. Scahill, (Eds.) Lost and Othered 
Children in Contemporary Cinema. Lexington 
Books, Maryland & Plymouth, pp.175-198.

同行评审期刊文章
Chu, K. (2018) The Imagination of Eco-

disaster: Post-disaster Rebuilding in 

Asian Cinema. Asian Cinema. Intellect 
Journals, Bristol. ISSN: 1059-440X.

Chu, K. (2017) Screening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in China: Three Modes of 

Ecocinema.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Vol. 2 No.4. Taylor & Francis Online. DOI

:10.1080/23812346.2017.1382039.

Chu, K. (2017) Ecocinema. 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Cinema and Media Stud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 

Oxford. DOI: 10.1093/OBO/9780199791286-

0252

Chu, K (2016) Ecocinema.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Vol. 10 Issue 1 (New 
Keywords for Chinese Cinemas Studies).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p.11-

13. ISSN: 1750-8061.

书评
Chu, K. (2014) Review of S. Rust, S. 

Monani and S. Cubitt, Eds., Ecocinema 
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 Culture. Vol. 4 No.2. 
Intellect Journals, Bristol, pp.201-203. 

ISSN: 1757-2681. 

影评
Chu, K. (2014) Center Stage/ The 

Postmodern Life of My Aunt/ Like A 

Dream/ No.89 Shimen Road. In J. Berra 

and J. Wei (Eds) World Film Locations: 
Shanghai. Intellectual Books, Bristol, 
pp.36-37, 92-93; 98-99, 102-3. 

Chu, K. (2013) Metade Fumaca/ Boarding 

Gate/ Lust, Caution/ Big Blue Lake. 

In L. Lai and K. Choi (Eds) World Film 
Locations: Hong Kong. Intellectual Books, 
Bristol, pp. 66-67, 86-89, 100-101. 

Chu, K (2012) Lan Yu/ Together With You/ 

Green Tea/ We are the… of Communism. 

In J. Berra and Y. Liu (Eds) World Film 
Locations: Beijing. Intellectual Books, 
Bristol, pp. 74-75, 78-79, 84-85, 112-

113.

其他语言（除英语）文章
朱翘玮 (2018) “香港电影里的越界物种：从周

星驰《美人鱼》看地方意识和多物种生态想象” 

, 鲁晓鹏, 龚浩敏编辑《中国生态电影论文集 

》 武汉大学出版社.

朱翹瑋 (2017)『わが愛しのハイヒール』（2010）

から『無用』（2007）に見る衣服―トランスナショ

ナル・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における「相互連関」とエ

コクリティシズムの問題 （梶川瑛里・藤木秀朗

訳）『JunCture（ジャンクチャー） 超域的日本文

化研究 特集：文化に媒介された環境問題』第8

号. 名古屋大学「アジアの中の日本文化」研究セ

ンター. Pp.28-47. 

朱翹瑋 (2016) 《思逸: 文藝文化研究期刊》第

3期: 生態批評. 客席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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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翔

学术书籍章节
Ren, X. (2018). Chinese Consumer 

Magazines: Digital Transitions in 

an Evolving Cultural Economy. In M. 

Sternadori & T. Holmes (Eds.), Handbook 
of Magazine Studies. Wiley: New York. 

Ren, X. (2017). Electronic Schoolbag 

and Mobile Learning in China: Design 

Principles and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In A. Murphy, H. Farley, L. E. Dyson 

& H. Jones (Eds.), Mobile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Harnessing Trends and Challenging 
Orthodoxies (pp 69-87).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doi.org/10.1007/978-

981-10-4944-6_4 

Ren, X. (2016).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the Chinese eBook industry. In C. 

Haug & V. Kaufmann (Eds.), Kodex 2016: 
Transforming book culture in China, 1600-2014 
(th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ok Studies, (pp 241-256). Wiesbaden: 
Harrassowitz Publish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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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 X. (2016). Between sustaining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 China’s digital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age of mobile 

Internet. In M. Keane (Ed.), Handbook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in China 
(pp.377-395).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doi: 10.4337/9781782549864.00038 

Ren, X. (2016). Quality assessment 

and certification in open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inspiration for MOOC 

credentialing. In S. Reushle, A. 

Antonio, & M. Keppell (Eds.), Open 
learning and formal credentialing in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 models and 
institutional policies (pp. 245-262). Hershey, 
PA: Information Science Reference. 

doi:10.4018/978-1-4666-8856-8.ch013 

Montgomery, L., & Ren, X. (2015). 

The changing role of copyright in 

China’s emergent media economy. In G. 

D. Rawnsley & M. T. Rawnsley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media 
(pp. 315-329). London: Routledge. doi: 

10.4324/9781315758350.ch19 

同行评审期刊文章 
Ren, X. (2016). Copyright, media and 

modernization in China: A historical 

review, 1890 to 2015. Interactions: Studie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7(3). pp. 
309–24. doi: 10.1386/iscc.7.3.309_1 

Ren, X. (2015). The quandary between 

communication and certification: 

Individual academics’ views on Open 

Access and open scholarship. Online 
Information Review, 39 (5). pp. 682-697. 
doi: 10.1108/OIR-04-2015-0129 

Ren, X., & Montgomery, L. (2015). Open 

Access and soft power: Chinese voices 

i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37 (3). pp. 394-408. 
doi:10.1177/0163443714567019 

Ren, X. (2014). Creative users, 

social networking, and new models 

of publishing. Cultural Science, 7(1). 
pp. 58-67. Retrieved from http://

cultural-science.org/journal/index.php/

culturalscience/article/view/86 

Ren, X. (2013). Beyond online preprints: 

formalization of open initiatives in 

China. Learned Publishing, 26(3). pp. 197-
205. doi: 10.1087/20130308 

Ren, X. and L. Montgomery (2012). 

Chinese online literature: Creative 

consumers and evolving business 

models. Arts Market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 (2), pp 118-130. doi: 
10.1108/20442081211274002 

学术会议论文
Ren, X. (2015). Open and Interactive 

Publishing as a Catalyst for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In T. Reiners, B.R. von 

Konsky, D. Gibson, V. Chang, L. Irving, 

& K. Clarke (Eds.), Globally connected, 
digitally enabled. Proceedings ascilite 2015 
(pp. 236-245). Perth, Australia: Curtin 

University. 

Ren, X. (2013). Beyond Open Access: Open 

Publishing and the Future of Digital 

Scholarship. In H. Carter, M. Gosper 

and J. Hedberg (Eds.), Electric Dreams. 
Proceedings ascilite 2013 (pp.745-750). 
Sydney, Australia: Macquarie University. 

书评
Ren, X. (2015). Research within the 

disciplines: Foundations for reference 

and library instruction (2nd ed.). 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64 (3), pp 251-
252. doi: 10.1080/00049670.2015.1048574 

Ren, X. (2014). Academic libraries in 

the US and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of instruction, government documents 

and outreach. 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 63 (3), pp 250-251. doi: 

10.1080/00049670.2014.939341 

中文期刊文章 
任翔(2017)，“数媒全球化与传媒监管创新——

从欧美经验思考中国特殊管理股改革”， 《科

技与出版》，2017 (8). pp 4-9. 

任翔(2017)，“知识开放浪潮中的商业出版: 

2016年欧美科技图书出版评述”，《科技与出版》

， 2017 (2). p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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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翔(2016)，“数字学术传播与出版转型: 2015

年海外学术图书发展评述”， 《科技与出版》

， 2016 (2). pp 4-8. 

任翔(2015)，“‘出版+ 互联网’: 欧美出版集

团的跨界并购与融媒创新”，《科技与出版》, 

2015 (10). pp 4-9. 

任翔(2015)，“学术出版的开放变局: 2014年欧

美开放获取发展评述”，《科技与出版》, 2015 

(2). pp 4-8. 

任翔(2014)，“2014年欧美数字出版的创新与

变局”，《出版广角》，2014 (23). pp. 24-29. 

doi： 10.3969/j.issn.1006-7000.2014.23.008

任翔(2014)，“众筹与出版新思维——欧美众

筹出版的现状与问题”，《科技与出版》, 2014 

(5). pp 4-7.

任翔(2014)，“移动互联时代出版核心价值

的颠覆与重构”，《出版广角》, 2014 (13). 

pp. 32-34. doi：10.3969/j.issn.1006-

7000.2014.13.012

任翔(2013)，“开放获取能否拯救学术专著出

版？”，《出版广角》, 2013 (23). pp 20-22. 

doi：10.3969/j.issn.1006-7000.2013.23.006

任翔(2013)，“英美教材出版的数字转型与危机”

， 《出版广角》,  2013 (17). pp. 17-19. 

任翔(2013) ，“从Web X.0 到云： 开放技术

与数字出版的未来” ， 《出版广角》,  2013 

(9). pp. 39-42. doi：10.3969/j.issn.1006-

7000.2013.09.014

任翔(2012) ， “移动互联时代 数字出版

的商业模式创新” ， 《出版广角》,  2012 

(2). pp 72-75. doi：10.3969/j.issn.1006-

7000.2012.02.027 

任翔(2012) ， “数字内容生态与出版业的颠

覆性创新” ， 《出版广角》,  2012 (11). 

pp. 17-20. 

任翔(2012) ，“澳大利亚独立出版商的数字化

策略”， 《出版广角》,  2012(5). pp. 32-33. 

doi：10.3969/j.issn.1006-7000.2012.05.010

任翔(2011) ，“反思大平台：数字出版应超越

电子商务模式” ， 《出版广角》,  2011(11). 

pp 14-17. doi：10.3969/j.issn.1006-

7000.2011.11.005

任翔(2010) ，“浅谈数字出版与知识经济” ， 

《出版参考》, 2010 (13). pp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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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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葛班尼教授担任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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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务副校长（研究与发展）斯科特•霍姆斯教

授（Professor Scott Holmes），西悉尼大学

常务副校长（学术）丹尼斯•柯克帕特里克教授

（Denise Kirkpatrick），副校长（金融与资

源）彼特•皮克林（Peter Pickering）先生，

副校长（全球发展）蓝易振教授，人文与传媒

艺术学院院长彼特•赫金斯教授（Professor 

Peter Hutchings），文化与社会研究院院长保

罗•詹姆斯教授（Professor Paul James），文

化与社会研究院文化研究杰出教授洪宜安教授

（Professor Ien Ang），玉湖集团总经理黄铮

洪女士，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院长梅卓琳教授

（Professor Jocelyn Chey）。

自研究院2016年年初成立以来，董事会已召开

过七次会议，并将于2017年11月22日再次召开董

事会会议。

外部顾问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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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捷锐（Geoff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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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蒙•凯彭博士（Dr 

Edmund Capon），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主

席何康文（Kevin Hobgood Brown）先生，前新

南威尔士州上议院议员何沈慧霞（Helen Sham-

Ho）博士，当代澳大利亚亚裔表演公司执行制片

人Annette Shun Wah女士。 

顾问委员会将于2017年11月29日召开首次会议。

兼职教授和客座教授
墨尔本艺术节、西德尼•迈尔基金会（Sidney 

Myer Fund）主席加里罗•甘德瑞（Carrillo 

Gantner）先生在2016年被任命为研究院兼职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院长于丹

教授作为客座教授于2017年7月至8月访问研究

院。

管理

外部董事会成员何康文到访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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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2016–2017)
梅卓琳教授（澳大利亚

荣誉勋章获得者）

博士后研究员 
任翔博士

行政助理
刘婧琦

研究院成员

院长 (2017–)
王腊宝教授

 

博士后研究员
朱翘玮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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