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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历史与历史学

• 环境史研究介绍

• 环境史著作中的工业污染与环境健康问题

• 污染和环境健康问题研究引入历史视角的
价值



历史与历史学

• 历史是什么？
-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

-人们对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和再现

-如何看待历史学知识与群体/社会记忆的偏差

• 对过去现象的研究并非历史学的专利
-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

• 碎片化的学科？
-研究内容缺乏一致性

-研究方法缺乏一致性



历史学的包容

• 历史学一直在抵制逻辑学家要求的精确界
定。但相比从前，它目前仅能根据一些成
对的正反特征来加以充分总结。它既关注
事件、也关注结构，既关注个体、也关注
群体，既关注心态、也关注物质力量。历
史学家自身需要将叙事和分析技巧结合在
一起，既是艺术、也是科学。

——[英] 约翰�托实：《史学导论》



历史学的根本元素

• 过去
-也是一种相对的概念

- “真实的按年月排列的时间作为衡量它的尺度之一”

• 人
-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

-既是个体的、又是群体的

- “大历史”——进入没有人的时间的深处

• 历史意识——史家们对历史和治史的一些
共同看法



历史意识

• 历史主义I（historism）
-历史学的诞生

- “将过去从现在中解放出来”，过去的自主地位必须被尊
重
-异质、背景、过程

-移情——透过过去的视点进行观察

• 历史主义II（historicism）
= 历史决定论=历史哲学

• 历史唯物主义I：一种历史主义II，一种社会
理论

• 历史唯物主义II：实践的唯物论



历史意识

•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语言霸权

-文本互见

-相对主义——真实与虚构的模糊

• 历史学的应对
-放弃所谓“科学”

-个体的自觉：有反思、有坚持

-集体的努力



环境史研究介绍

• 什么是环境史？
-新研究对象：研究历史中自然与人的互动
-新史学：生态意识进入历史研究

• 环境史思维习惯（威廉�克罗农）
-人类历史皆在某种自然环境中
-自然和文化均非静止不变
-环境知识属文化建构，并具历史偶然性
-智慧常以寓言而非政策建议或事实之形式出现

• 环境史的兴起
- 1970年代前的“环境史”

-时代产物
-资本主义演化的产物



环境史研究介绍

• 环境史研究的大体内容（唐纳德�沃斯特）
-自然生态系统之历史

-社会经济领域和环境问题的相互作用

-环境政治和政策

-环境意识



环境史研究介绍

• 环境史区别旧史学的特点
-时段选择：环境变迁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时间尺度相结
合
-区域选择：突破政治界限

-跨学科

-现实关怀、问题式取向

-新颖立论

-批判性



环境史研究介绍

• 环境史知识的特点
- 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是随时间不断改变的，或者说
是有“历史性”的。

- 环境史让人们看到“联系”的重要性，或者说环境史研
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把环境问题所蕴含的普遍联系生动地
揭示出来。

- 环境史研究肯定会凸显传统生态知识的价值，这些知
识会有助于当下和未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

- 环境史会让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当前这个时代是不同
于人类过往任何一个时代的，特别是关于物质和能量的使
用的研究会显示出工业社会的特异性。



环境史研究介绍

• 跨学科研究
-史料层面
-方法层面例1：回溯性评价；例2：GIS

-理论层面例1：路径依赖例2：资本主义批判例3：女
性主义

• 中国环境史研究
-国外引介多
-理论研究多
-中国古代研究多
-外国近现代研究多
-中国近现代研究少

-外国古代研究几乎没有



西方环境史著作中的工业污染
与环境健康问题

• J. R. McNeil, 

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21st Century, 

2001. （《阳光下的新
鲜事》）



• 托马斯�米吉利
（Thomas Midgely）
（1889-1944）

• 美国化学学会普里斯
特利奖章获得者

西方环境史著作中的工业污染
与环境健康问题



• [丹] 波尔�哈勒莫斯主
编：《疏于防范的教
训：百年环境问题警世
通则》，2012年。

当存在合理的担忧依
据时，采取行动来减少
潜在损害，由此避免
“过度分析麻痹症”。

西方环境史著作中的工业污染
与环境健康问题



西方环境史著作中的工业污染
与环境健康问题

• Joel A. Tarr,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Sink: Unber 

Pollut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96.

针对一种环境介质污染的

政策往往会导致相关污染物向
另一种缺乏治理的环境介质的
转移。为了应对这种现象带来
的种种负面影响，我们经常求
助于新的技术，结果却使社会
陷入被动修补问题的恶性循环
和唯技术解决论的困境。



西方环境史著作中的工业污染
与环境健康问题

• David Rosner, Columbia 

University

- Deceit and Denial: The 

Deadly Politic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2002.

- Deadly Dust: Silicosis and 

the Politics of Occupational 

Disease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1991, 1994, 2005.

- Lead Wars: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Children, 2013.



西方环境史著作中的工业污染
与环境健康问题

• [美] 戴维斯（Davis,D.

）著，吴晓东、翁端
译：《浓烟似水：环
境骗局与环保斗争的
故事》，2006年。



西方环境史著作中的工业污染
与环境健康问题

• 拉夫运河（Love Canal）事件
- Adeline Gordon Levine, Love Canal: 

Science, Politics and People, 1982.

- Craig E. Colten, and Peter N. Skinner, 

The Road to Love Canal: Managing 

Industrial Waste before EPA, 1995.

- Victoria Sherrow, Love Canal: Toxic 

Waste Tragedy, 2001.

- Lois Marie Gibbs, Love Canal: and the 

Birth of the Environmental Health 

Movement, 2010.

- Elizabeth D. Blum, Love Canal 

Revisited: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Environmental Activism, 2011.



中国环境史著作中的工业污染
与环境健康问题

• 曹树基、李玉尚：
《鼠疫：战争与和
平——中国的环境与
社会变迁》，2006

年。



污染和环境健康问题研究
引入历史视角的价值

• 历史现象和事件中的多种教益
-变化的基线
-问题的结构
-挑战假设
-质疑“规律”

-减轻焦虑

• 丰富原因分析——寻找“历史原因”
-例1：David Pellow, Garbage Wars: The Struggle for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Chicago, 2002.

-例2：中国城建环卫部门对垃圾焚烧的热衷

• 契合环境健康问题长时段性和滞后性特点
-例：二恶英暴露健康风险——EPA、塞维索



什么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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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环保？



什么是环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