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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结 构、角 色 扮 演 与 暴 力 进 程
的演变
∗

———丹麦与瑞典漫画危机的比较研究
贺

刚

内容提要:瑞典和丹麦两国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制度结构和地缘政治环境ꎬ并且
都发生了由于出版有关穆罕默德卡通漫画所引发的暴力事件ꎮ 但发生在丹麦的事件的
暴力效应比瑞典更为严重ꎬ以至于最终演变为一场国际性的暴力危机ꎮ 两国在该事件上
为什么会存在进程上的差异ꎬ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现有的研究无法对此作出清晰的解
释ꎮ 本文从叙述研究的角度出发ꎬ构建了以叙述结构和角色扮演为基础的解释框架ꎬ并
系统地比较和说明了丹麦和瑞典漫画危机进程的差异ꎮ 研究表明ꎬ从叙述与身份实践的
角度分析暴力进程是一种可行的解释框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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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国家

叙述研究

问题的提出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ꎬ一篇名为“ 批评伊斯兰的深层恐惧” 的文章刊登在丹麦« 政治

家报» 上ꎬ主要报道了丹麦作家格勒布律根( Ｋåｒｅ Ｂｌｕｉｔｇｅｎ) 为了出版其所著的儿童

读物« <古兰经>与穆罕默德先知» 而寻找画家绘制插图时ꎬ发现画家们因为担心遭到
极端伊斯兰教徒的袭击而拒绝绘图的事件ꎮ 于是ꎬ９ 月 ３０ 日ꎬ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
« 日德兰邮报» 刊发了该报文化主编弗莱明罗斯(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Ｒｏｓｅ) 的文章“ 穆罕默德
的面孔” ꎬ文章中配发了 １２ 位画家投稿的以穆罕默德为主题的讽刺漫画ꎬ意在指责穆
∗ 本文系笔者主持的 ２０１７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中东欧国家差异性的欧洲化进程及
对中欧战略对接的影响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编号:１７ＹＪＣＧＪＷ００３) ꎬ同时也是笔者主持的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业务费青年基金项目“ 视觉语言叙述与恐怖主义” 的最终成果( 项目编号:３１６２０１５ＺＹＫＤ０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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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 拒绝融入现代世俗社会” ꎬ并且在“ 世俗民主和言论自由方面与整个社会格格不
入” ꎮ

在漫画刊出的当天ꎬ该报就接到了几个死亡威胁电话ꎬ国内穆斯林群体也发动了

大规模的游行示威ꎮ １０ 月 １９ 日ꎬ１１ 位伊斯兰国家大使要求会见丹麦首相安诺斯福

格拉斯穆森( Ａｎｄｅｒｓ Ｆｏｇｈ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ꎮ 这些外交官认为ꎬ上述漫画是丹麦公众和媒
体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严重亵渎ꎬ并导致该问题的国际化ꎬ遂一致要求拉斯穆森对
漫画及媒体上的“ 不敬言论” 进行谴责ꎮ 但是拉斯穆森认为这会干涉« 日德兰报» 的言
论自由ꎬ因此予以拒绝ꎮ 对此ꎬ相关伊斯兰国家政要纷纷发表谈话ꎬ对丹麦政府的立场
及« 日德兰邮报» 进行谴责ꎮ① 到 ２００５ 年底ꎬ一些中东和亚洲的伊斯兰国家开始谴责

丹麦政府ꎮ 由此ꎬ漫画事件演变为一场国际危机ꎬ并不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ꎮ 同样ꎬ
２００７ 年瑞典著名艺术家拉斯维尔克斯( Ｌａｒｓ Ｖｉｌｋｓ) 应邀参加主题为“ 艺术中的狗”

的艺术展览ꎮ 维尔克斯为此贡献了自己的作品ꎬ主要内容是将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描
绘为一只包裹着头巾并留着络腮胡子的人面狗ꎮ② 此外ꎬ在挪威维斯特富森( Ｖｅｓｔｆｏｓ￣

ｓｅｎ) 举办的主题为“ 噢ꎬ我的上帝” 的另一个展览上ꎬ维尔克斯同样使用了这几幅漫
画ꎮ 他认为ꎬ展出这些漫画的目的是“ 在艺术领域的边界内检验政治正确性” ꎮ 在他
看来ꎬ瑞典的文化艺术在反复批评美国和以色列ꎬ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穆斯林的价值
观ꎮ③

同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ꎬ维尔克斯原本要进行的另一个漫画展览被

组织方撤下ꎮ 随后ꎬ维尔克斯计划在自己经常讲课的盖尔乐斯堡美术学院( Ｇｅｒｌｅｓｂｏｒ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ｉｎｅ Ａｒｔ) 展出漫画ꎬ但是同样出于安全考虑ꎬ这一展出计划又被校方拒绝ꎮ ８

月 １８ 日ꎬ瑞典本土一家地方报纸« 纳克人报» ( Ｎｅｒｉｋｅｓ Ａｌｌｅｈａｎｄａ) 以一篇关于言论自
由的社论为主题ꎬ刊登了维尔克斯的一幅讽刺漫画ꎬ在瑞典国内引发了强烈的社会争
议ꎬ大量穆斯林信徒聚集在报社办公楼前抗议« 纳克人报» 对穆斯林的亵渎和侮辱ꎬ要
求报纸和相关编辑就此事进行道歉ꎬ并保证不再刊登任何类似的图像ꎮ « 纳克人报»

总编辑乌尔夫约翰逊( Ｕｌｆ Ｊｏｈａｎｓｓｏｎ) 拒绝道歉ꎬ认为穆斯林信徒被赋予的各种权利
是一种宗教自由的展现ꎬ但也应当“ 允许讽刺伊斯兰最主要的象征” ꎬ因为一直以来言

① 玉玲:“ 丹麦‘ 漫画风波’ 的前前后后” ꎬ« 今传媒»２００６ 年第 ４ 期ꎬ第 １８ 页ꎮ
② Ｄａｖｉｄ Ｋｅａｎｅꎬ “ Ｃａｒｔｏｏｎ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３０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８４５－８７５.
③ “ Ｌａｒｓ Ｖｉｌｋｓ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ｆｓ.ｉｏ / ｉｐｆｓ / ＱｍＸｏｙｐｉｚｊＷ３ＷｋｎＦｉＪｎＫＬｗＨＣｎＬ７２ｖｅｄｘ
ｊＱｋＤＤＰ１ｍＸＷｏ６ｕｃｏ / ｗｉｋｉ / Ｌａｒｓ＿Ｖｉｌｋｓ＿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ｈｔｍｌ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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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都是备受拥护和支持的ꎮ① 在报纸刊登漫画后ꎬ瑞典警方就加强了对报社主编
和一些雇员的安保措施ꎬ并在收到死亡威胁后为报社人员配备了保镖ꎮ 同时ꎬ作为漫
画作者的维尔克斯在此后的几年间接连不断地收到包括基地组织和“ 伊斯兰国” ( ＩＳ)

在内的各种死亡威胁信息ꎮ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ꎬ标志着瑞典漫画危机的爆发ꎮ 随
后ꎬ在瑞典政府的迅速反应下ꎬ通过沟通与协调ꎬ危机很快被平息ꎮ
综上ꎬ可以发现ꎬ发生在丹麦和瑞典两国的“ 漫画危机” 起因都可以归结为带有亵
渎“ 色彩” 的漫画图像ꎮ 丹麦和瑞典同为北欧国家ꎬ经济发达ꎬ政治成熟ꎬ社会稳定ꎬ也
具有类似的北欧社会价值观ꎮ 但在“ 漫画危机” 进程中ꎬ为什么发生在丹麦的漫画事
件的暴力效应比瑞典更为严重ꎬ以至于演变为一场国际性的暴力危机?

二

已有的解释与不足

现有关于亵渎性漫画引发暴力事件现象的研究较为丰富ꎬ但主要集中于探讨漫画
引发暴力事件的原因及其中的作用机制ꎬ缺少对在相似国家中引发的不同暴力效应的
关注与研究ꎮ 相反ꎬ在现实中ꎬ“ 漫画危机” 事件的暴力效应不仅涉及国内安全ꎬ而且
时常呈现出国内与国外以及国家之间的危机联动现象ꎬ同一暴力效应在各国表现的程
度也不相同ꎮ 面对这样的现实情况ꎬ现有理论并没有提出较好的解释框架ꎬ既有的研
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ꎮ
一是克里斯汀阿吉斯(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Ａｇｉｕｓ) 从本体性安全的理论角度ꎬ阐述并对比

了丹麦和瑞典在漫画危机立场上的争辩及其原因ꎮ 阿吉斯赞同本体性安全理论的观
点ꎬ认为国家的自我叙述是维护自身本体性安全和身份稳定的首要方式之一ꎬ也是自
我身份的主要来源ꎮ 身份与叙述是相互构建的ꎮ 身份通过叙述得以形成和维持ꎬ叙述
通过身份得以凸显ꎮ 当然身份是关系性的ꎬ阿吉斯认为ꎬ身份的形成不仅仅依靠稳定
的自我叙述ꎬ而且需要通过区别于他者的叙述与实践ꎮ 阿吉斯据此从地区和国家层面
分层次讨论了丹麦和瑞典在漫画危机中持不同立场的原因ꎮ 在地区层面ꎬ两国都是北
欧国家ꎬ具有共同的北欧价值观和自传体的身份叙述ꎬ如性别平等、现代性与社会福利
主义等ꎮ 但是ꎬ两国在国家层面对北欧价值观的理解和解释不同ꎬ导致对待穆斯林移
民和群体的态度与政策出现差异ꎮ 穆斯林群体作为他者ꎬ给两国都造成了本体性上的
不安全感ꎮ 丹麦的民族主义更加强烈ꎬ因此以约束性、同化性的政策对待穆斯林群体ꎬ
① “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ｓ Ｃａｒｔｏ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ｈｅ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ｏｘ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２００７ / ０８ / ３１ / ｍｕｓｌｉｍｓ－ｐｒｏｔｅｓｔ － ｓｗｅｄｉｓｈ －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 ｃａｒｔｏｏｎ － ｐｒｏｐｈｅｔ －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ｔｍｌ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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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话语叙述上强调穆斯林的敌对性ꎮ 瑞典则以自由、民主和多元文化为身份叙述的基
础ꎬ所以对外来穆斯林群体的政策更加包容和多元ꎬ在话语叙述上强调容忍性ꎮ 因此ꎬ
基于本体性安全的需求ꎬ两国在对待穆斯林群体和漫画危机上所展现的立场和叙述具
有差异性ꎮ①

二是斯蒂格诺尔斯泰特( Ｓｔｉｇ Ａ. Ｎｏｈｒｓｔｅｄｔ) 从右翼民粹主义视角出发ꎬ比较了丹

麦和瑞典漫画危机中媒体在构建和传播国内仇外情绪与话语时的作用ꎮ 诺尔斯泰特
认为ꎬ当前丹麦已经处于晚期现代社会ꎬ也即“ 威胁社会” ꎮ 媒体是该社会构建与发展

的基本载体ꎮ 因此媒体的逻辑也是该社会的基本逻辑ꎮ 诺尔斯泰特从微观和宏观两
个层面分析了媒体对“ 威胁社会” 的建构逻辑ꎮ 在宏观层面ꎬ媒体的作用表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一般性的民族主义通过媒体扩散为激进的民族主义ꎻ二是“ 威胁社会” 中的
政治通过媒体的强化表现出三个特征ꎬ即威胁和危险主导着政治修辞ꎬ政治变化由坏
的情境引发ꎬ政治和社会认同逐渐呈现出一种脆弱和易于暴露的个体形态且缺少相互
信任ꎮ 以这三个特征为宏观背景ꎬ诺尔斯泰特对比了穆罕默德漫画危机中丹麦的« 日
德兰邮报» 和瑞典« 纳克人报» 对漫画危机的报道和构建ꎬ并对它们各自公开发表漫画
的动机进行了分析ꎮ 诺尔斯泰特认为ꎬ两家媒体都认为言论自由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可
能会被一些观念、批评和讽刺艺术所触怒ꎬ但同时也意味着在公共性辩论和讨论中ꎬ保
护其中一方不受冒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ꎮ 当代民主和言论自由与“ 坚持对宗教情
感予以特殊关照” 是矛盾的ꎮ 诺尔斯泰特据此认为ꎬ相比« 纳克人报» 而言ꎬ« 日德兰邮
报» 的报道更具目的性和进攻性ꎬ其保护言论自由和民主的动机更为明显ꎮ 这也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各自事态发展的进程ꎮ 事实上ꎬ无论是丹麦还是瑞典媒体ꎬ其动机都
在于恐惧穆斯林群体对言论自由和民主机制所造成的冲击ꎮ②

三是卡塔琳娜欣瓦尔( Ｃａｔａｒｉｎａ Ｋｉｎｎｖａｌｌ) 和保罗内斯比特—拉金( Ｐａｕｌ Ｎｅｓ￣

ｂｉｔｔ －Ｌａｒｋｉｎｇ) 将哥本哈根学派的“ 安全化” 理论与社会心理学的场所营造概念结合起

来ꎬ认为场所营造也是一种安全化过程ꎬ并以此对比了漫画危机中两国穆斯林少数群
体的反应和场所营造策略ꎮ 欣瓦尔认为ꎬ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ꎬ多数群体和少数
群体都会寻求本体性安全的“ 锚定” ꎬ以应对身份和存在意义上的结构性或话语性威
胁ꎮ 在丹麦、瑞典等西方国家中ꎬ“ 穆斯林” 是移民中的少数群体ꎬ这些人远离自身宗
教文化所在的祖国ꎬ进入到其他宗教文化的国度中ꎬ在身份认同意义上是一群“ 无家
①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Ａｇｉｕｓꎬ “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Ｃａｒｔｏｏｎ Ｃｒｉｓｅｓ” ꎬ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Ｖｏｌ.５２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７ꎬｐｐ.１０９－１２５.
② Ｓｔｉｇ Ａ. Ｎｏｈｒｓｔｅｄｔꎬ “ Ｍｅｄｉ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ｃｈｏ－Ｃｈａｍｂｅｒ ｆｏｒ Ｘｅｎｏｐｈｏｂ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ｉ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ｅｎ” ꎬ ｉｎ Ｒｕｔｈ Ｗｏｄａｋꎬ Ｍａｊｉｄ ＫｈｏｓｒａｖｉＮｉｋ ａｎｄ Ｂｒｉｇｉｔｔｅ Ｍｒａｌꎬ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
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ꎬ２０１３ꎬ ｐｐ.３０９－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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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归” 的人ꎮ 因此ꎬ场所营造成为穆斯林群体在异国他乡重构其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实
践策略ꎮ 所谓场所营造ꎬ是指某个群体在异质文化中创造一个区域或者聚集成群ꎬ通
过商店、餐厅、少数群体市场或其他符号描绘出本群体的边界ꎬ进而营造一种文化和身
份的归属感ꎮ 欣瓦尔认为ꎬ在瑞典和丹麦国内ꎬ无论是少数群体还是多数群体都在实
施这种场所营造的策略ꎬ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动力就是寻求各自身份认同的稳定ꎮ 据
此ꎬ欣瓦尔着重比较了两国在漫画危机中的场所营造策略ꎮ 丹麦在对待少数群体时更
加强调同化政策ꎬ例如其政治家的右翼思想更加浓厚ꎬ而瑞典则更加强调多元文化和
族群的平等ꎬ其政治家的思想也更加包容ꎬ因此丹麦的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之间营造
的场所彼此更加分离ꎬ其国内漫画危机的暴力程度也比瑞典高ꎮ①
可见ꎬ对丹麦和瑞典漫画危机的现有比较研究已经较好地分析了两国在漫画危机
中的暴力进程ꎬ也对国内面临的问题如政治结构和暴力原因进行了研究ꎮ 这也是本文
所关注的问题ꎮ 但是ꎬ既有研究并没有深入挖掘两国暴力进程演变的动力原因与差
异ꎮ 无论是从本体安全理论还是媒体作用ꎬ抑或是对场所营造理论的关注ꎬ都是从一
个核心概念出发ꎬ采用过程追踪的方法展开论述ꎬ缺少理论构建和相关理论未来普遍
运用的基础ꎮ 场所营造理论虽然能够解释两国在暴力程度上的差异ꎬ但正如欣瓦尔自
己认为的那样ꎬ场所营造理论并不能单独解释这些差异ꎬ需要结合本体性安全理论和
安全化理论ꎮ② 因此ꎬ该分析视角显得庞杂且臃肿ꎮ
鉴于此ꎬ笔者认为ꎬ穆罕默德漫画危机事件本质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符号现象ꎬ因此
其分析视角也应从符号与身份实践角度出发ꎬ以叙述与身份的相互影响为基础ꎮ 据
此ꎬ本文构建了情节叙述结构与角色扮演的分析框架ꎬ认为丹麦与瑞典在漫画危机中
不同的暴力演变进程受到各自叙述结构与角色身份扮演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ꎮ

三

叙述结构、角色扮演与暴力进程的演变

叙述研究主要关注叙述结构对身份认同和身份实践的建构和影响ꎬ而对“ 叙述”
作用于实践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ꎮ 德塞托认为ꎬ叙述是日常生活实践的基础ꎬ叙述
的首要功能在于创建一个上演各种行动的“ 剧院” 和“ 剧本” ꎬ以此为人们即将采取的
行动“ 提供空间” ꎮ 正如德塞托所说ꎬ“ 它开启了一块领域ꎬ允许具有危险性或偶然性

① Ｃａｔａｒｉｎａ Ｋｉｎｎｖａｌｌ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Ｎｅｓｂｉｔｔ－Ｌａｒｋｉｎｇꎬ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 Ｄ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ꎬ Ｓｗｅｄｅｎꎬ ａｎｄ Ｃａｎａｄａ” ꎬ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ꎬ Ｖｏｌ.２８ꎬ Ｎｏ.６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１０５１－１０７０.
② Ｉｂｉｄ.ꎬ ｐ.１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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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活动的发生” ꎮ 因此ꎬ叙述先“ 行” 于社会实践ꎬ以便为后者打开疆域ꎮ① 所以本
文秉持的是语言建构主义的话语( 叙述) 优先原则ꎬ但同时注重话语( 叙述) 对实践产
生的影响进行分析ꎮ 然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行为体的叙述产生影响ꎬ因此本文
并不否认实践的本体论地位ꎬ而是弱化实践以突出话语( 叙述) 的优先性ꎮ 当行为体
在参与某项活动或者进程时ꎬ首先是通过某种叙述建立起即将实践的空间ꎬ并为自己
的实践提供相应的行动剧本和合法性ꎮ②
关于叙述结构的研究ꎬ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ꎮ 亚里士多德认为ꎬ情节是构成剧
本叙述结构的第一原则ꎮ③ 因此ꎬ情节成为任何叙述语法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ꎮ 在
国际关系研究中ꎬ作为一项基本假定ꎬ无政府状态就表现出不同的情节叙述结构ꎮ 传
统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ꎬ国际社会中的主体间关系是一种充满悲剧色彩的无政府状
态ꎮ 建构主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种无政府状态ꎬ其情节也从悲剧进化到喜
剧ꎮ 也正因如此ꎬ无政府状态可以有不同的解释ꎮ 但如何解释无政府状态就成为需要
面对的又一关键问题ꎮ 事实上ꎬ正如林瑞谷(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 认为的那样ꎬ这依赖于我们
如何讲述关于无政府状态的故事及其编织的情节ꎮ④ 例如ꎬ在悲剧式叙述结构的无政
府状态中ꎬ行为体之间以消灭和被消灭为目的ꎬ其行为意图充满敌意ꎬ容易导致冲突甚
至战争ꎮ 实际上ꎬ这样的解释路径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国内社会的主体间关
系ꎮ⑤ 叙述结构类似一种行动的背景知识或主体间性的文化结构ꎬ引导和制约着行为
体之间的行为ꎮ 叙述结构依据情节的不同ꎬ具有不同的角色主体和行为方式ꎮ
从具体的情节叙述结构来看ꎬ如果仅仅是开始、高潮与结尾的简单剧情并不能完
美地演绎一篇故事叙述ꎬ为了将这三个阶段统合进一个故事中ꎬ必须要用情节予以串
联ꎮ 要对情节予以研究ꎬ首先需要对其进行分类ꎮ 但是ꎬ叙述结构中的情节十分复杂
且难以穷尽其类别ꎮ 事实上ꎬ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 Ｆｒｙｅ) 早就
对此有所研究ꎬ并将叙述结构中的情节分为四种类型:浪漫的、讽刺的、喜剧的、悲剧
的ꎮ⑥ 弗莱的分类基础随后被海登怀特( 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 运用到解释叙事理论和历

① 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Ｃｅｒｔｅａｕꎬ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ꎬ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ｅｖｅｎ Ｒｅｎｄａｌｌ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ꎬｐ.１２５.
② 贺刚:“ 叙述、参与实践与地方政府的对外合作———以广西参与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为例” ꎬ«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第 ７５ 页ꎮ
③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ꎬ Ｏｎ ＰｏｅｔｉｃｓꎬＩｎｄｉａｎａ: 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 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ｐ.３２.
④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ꎬ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ｗｏ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ｎ Ｏｒｄｅｒ” ꎬ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６６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８.
⑤ Ｎａｄｉｍ Ｋｈｏｕｒｙꎬ “ Ｐｌｏｔｔｉｎｇ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ｒ: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ꎬ ｐｐ.１－２４.
⑥ Ｎｏｒｔｈｒｏｐ Ｆｒｙｅꎬ 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Ｆｏｕｒ Ｅｓｓａｙ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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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再现问题的研究中ꎮ① 再其后ꎬ逐渐被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所采纳ꎮ 当前国际关系学
中已经涌现出大量以此分类为基础的研究ꎮ② 因此ꎬ本文将采用弗莱的分类基础ꎮ

具体来看ꎬ浪漫情节(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 ｐｌｏｔｓ) 是指故事中存在英雄和恶棍两种角色并将国

际关系描述为英雄成功征服恶棍ꎬ并最终赢得嘉奖的故事ꎮ 浪漫情节是童话故事、史
诗和神话的素材ꎬ也是政治故事的素材ꎮ 该情节的轨迹表现为一种不断进步的态势ꎬ
从开始到结尾的情节都是向前推进的ꎬ当然也会存在起伏的状态ꎬ如英雄受伤了ꎬ正直
的人逝世了或者主角犯了一个错误ꎮ 但是ꎬ这些挫折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剧情的过
渡ꎬ其目的是为了凸显最终的胜利与超越ꎮ 在浪漫情节中ꎬ朋友和敌人的区分十分突
出ꎬ并且赞美前者ꎬ贬低后者ꎮ 在国内层面ꎬ这体现在对不同群体的划分和态度ꎮ 因此
浪漫情节会抑制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与谈判ꎬ这在族际群体中表现得十分明显ꎮ③
悲剧情节则是另外一种情节叙述结构ꎮ 情节的展现通常表现为存在一个英雄角
色ꎬ但这个悲剧的英雄是由于反抗既有的自然或社会秩序而失败并被摧毁ꎬ同时既有
的秩序重新恢复了原样ꎬ最终无人能逃脱既有秩序的统治ꎮ 这个英雄虽然具有良好的
意图ꎬ但事实上ꎬ意图的憧憬越好ꎬ失败的可能性也会越高ꎮ 悲剧情节留给观众的感受
是正义已经得到了伸张ꎬ但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对英雄陨落的同情ꎮ 在国际政治中ꎬ
悲剧情节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理论思想之一ꎮ 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ꎬ由于国
家永远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意图ꎬ使得国家之间极易陷入“ 安全困境” 进而爆发战争ꎬ因
此悲剧情节不断上演ꎮ 悲剧情节常被西方主要大国用于对冲突意义的塑造ꎮ 对国际
社会中的悲剧ꎬ西方大国通常会就各种战争、冲突、种族屠杀等悲剧表达同情和怜悯之
意ꎬ但同时也强调这些战争性质的残暴性和无解性ꎬ因此仅仅是利用悲剧情节塑造了
自身的人道主义立场ꎬ而无实质性的援助措施ꎮ④
除此之外ꎬ悲剧情节的另一种表现是从一个积极欢乐的故事转变为消极悲伤ꎮ 这
样的转变是由于剧情中的英雄承认了自己的傲慢行为ꎬ最终导致英雄光环陨落ꎮ 因
此ꎬ悲剧中的英雄承认自己的过往罪行成为悲剧情节的关键ꎬ而成为悲剧的原因在于
① Ｈａｙｄｅｎ Ｗｈｉｔｅ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ꎬ ＭＤ: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
② Ｈａｙｗａｒｄ Ｒ. Ａｌｋｅｒꎬ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１９９６ꎻ Ｒｉｉｋｋａ Ｋｕｕｓｉｓｔｏꎬ “ Ｃｏｍｉｃ Ｐｌｏｔｓ ａ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６０１ － ６２６ꎻ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ꎬ “ Ｉｎｔｅｒ －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ｒｅ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ｒａｑ Ｗａｒ ａｓ ａ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ｙｐｅｓ” ꎬ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 Ｖｏｌ.４１ꎬ Ｎｏ.４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４０３－４２１ꎻ Ｄａｖｉｄ Ｓｃｏｔｔꎬ Ｃｏ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ꎬ Ｄｕｒｈａｍꎬ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
③ Ｙｅｈｕｄｉｔｈ Ａｕｅｒｂａｃｈꎬ “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Ｐｙｒａｍｉｄ—Ａ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ｓ” 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ꎬＶｏｌ.３０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２９９.
④ Ｒｉｉｋｋａ Ｋｕｕｓｉｓｔｏꎬ “ Ｃｏｍｉｃ Ｐｌｏｔｓ ａ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ｐ.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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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无论怎样悔过都不能扭转自己过去的罪行ꎮ 在政治领域ꎬ通常表现为政治官员代
表国家承认本国过去所犯的罪行并通过各种仪式表达内疚与歉意ꎮ①
喜剧情节方面ꎬ其基本的情节轨迹是从消极到积极的故事转变ꎬ这与悲剧情节恰
好是相反的ꎮ 在文学剧情中通常表现为相爱的两个人最终结婚ꎬ家庭成员最终和解
等ꎮ 因此ꎬ令人愉悦的预期结局使得喜剧情节叙述通常会朝向一个重归于好的境界ꎮ
在喜剧情节中通常也会存在一位英雄ꎬ这位英雄会遇到一些不寻常的冲突和不同的障
碍ꎬ但是这个主角在尝试不同的解决方式之后ꎬ最终获得成功并以一个盛大的庆祝宴
会作为结局ꎮ 事实上ꎬ喜剧情节叙述并不意味着嘲笑别人或是对手的遭遇ꎬ也不是要
竭尽所能将自我塑造成无所不能的英雄ꎬ而是存在误会的主角双方共同寻求弥合方案
的剧情ꎮ 因此ꎬ喜剧情节中的他者通常被描述得更具包容性ꎬ也更易创造出彼此之间
的一种共性ꎮ 如在成为敌人之前我们曾经是邻居ꎬ我们之间可能存在误会等言辞ꎮ
在对世界政治事件进行解释时ꎬ喜剧情节叙述反对将特定事件结果视为某种确定
的“ 命运论” ꎬ以此防止事件的进一步恶化与扩散ꎮ 罗伯特艾维( Ｒｏｂｅｒｔ Ｉｖｉｅ) 认为ꎬ
三个因素使得喜剧情节成为可能:批判性的审视自我行为ꎻ构建同质性的对手ꎻ使政策
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ꎮ② 因此ꎬ由于具有自我批判性和弹性政策ꎬ自我与他者在喜
剧情节中更具调和色彩而非绝对的对立ꎮ 也正如此ꎬ喜剧情节叙述结构是将冲突与敌
对置于一种非确定性的情境ꎬ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ꎬ选择适当的手段处理情节事件中
的各种波折ꎮ
最后一种情节结构是讽刺叙述情节ꎮ 由于讽刺情节是对世界上的事物进行讽刺ꎬ
因此它总是“ 寄生” 于其他三种情节上ꎬ其目的是讽刺并颠覆现有社会秩序ꎬ而非建设
性的ꎮ 由于浪漫叙述情节常常用于描述战争事件ꎬ因此讽刺情节一般建立在浪漫情节
的基础上并用于反浪漫、反战争ꎮ 通过对浪漫情节中的英雄进行形象颠覆处理ꎬ讽刺
情节使英雄角色突然出现令人尴尬和羞耻的剧情转换ꎬ以此打消英雄的虚荣做作ꎮ 作
为一种情节叙述结构ꎬ讽刺性叙述在国际关系的合作与冲突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ꎬ但
集中体现在对冲突和战争的平息上ꎮ 讽刺情节与喜剧情节一样ꎬ对角色更具包容性ꎬ
通常将战争中的主战派描述为战争中的共同受害者ꎬ以此讽刺主战派发动的战争ꎬ引
发主战派对战争的反思ꎬ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平息战争ꎮ
综上ꎬ由于身份是关系性的和主体间性的ꎬ因此持续区分自我与他者的话语与实

① Ｎａｄｉｍ Ｋｈｏｕｒｙꎬ “ Ｐｌｏｔｔｉｎｇ 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ａｒ: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ꎬ ｐ.１０.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Ｉｖｉｅꎬ “ Ｅｖｉｌ Ｅｎｅｍ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 Ｏｔｈｅｒ: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ꎬ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２５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１８１－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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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是国家身份认同构建的关键要素ꎮ① 正如麦克斯威尼所认为的那样ꎬ集体身份并不
是自动给予的ꎬ而是通过故事或者叙述构建的ꎬ依赖于集体持续性的构建能发挥团结
和归属感作用的叙述ꎮ② 总之ꎬ国家身份的生产与再生产是经由语言和其他符号系统
完成ꎬ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复制和生产ꎮ③ 正因如此ꎬ国家如何叙述自我与他者
的身份与角色成为影响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群体之间关系的主要因素ꎮ 与故事叙述
中的角色互动模式一样ꎬ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ꎬ不同的叙述情节赋予自我和他者不同
的互动关系、角色定位和行动目标ꎮ 因此ꎬ情节结构不仅定义了“ 我们是谁” 、“ 他们是

谁” 、“ 我与他的关系” 等存在性问题ꎬ同时也框定了行为体行动的方式和导向ꎮ 当然ꎬ
情节最终是靠角色的互动实践得以展现ꎬ扮演哪种角色是由情节结构所规定ꎮ 情节中

的主角依照情节结构ꎬ通过规定的角色扮演ꎬ表演出整个故事叙述ꎬ从而为观众展现出
完整的剧本ꎮ④
对于不同的情节叙述结构ꎬ英雄这一主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尽相同ꎬ在国际
关系中所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ꎮ 依据情节结构的冲突特征ꎬ本文将叙述结构分为两种
类型:排他性情节叙述结构和包容性情节叙述结构ꎮ 在上文四种情节结构中ꎬ浪漫情
节的叙述结构需要清晰地分辨出内群和外群ꎬ并认为内群是善良、正义的且应该受到
保护ꎬ外群是邪恶、敌对的ꎬ因此应该被消灭ꎮ 所以浪漫情节在四种叙述结构中的排他
性色彩最为强烈ꎬ也常用于分析和描述历史中的冲突事件ꎮ 它通常包含暴力元素ꎬ其
过程一般为英雄不断憧憬自己能够战胜恶棍ꎬ并取得最终胜利ꎮ 因此ꎬ在国内社会环
境中ꎬ历史形成的排他性情节叙述结构ꎬ会使以“ 英雄” 身份定位的国内统治势力与
“ 邪恶” 的反对势力之间更容易以浪漫情节展开互动ꎬ英雄以裁决者自居ꎬ发号施令并
且拒绝妥协ꎬ相信自己会最终战胜邪恶ꎮ

如果浪漫情节叙述意味着冲突的特征ꎬ那么化解或者调停这些冲突就需要改变情
节结构ꎬ并选择新的情节进行叙述实践ꎮ 通常ꎬ妥协或包容是化解冲突的有效方式ꎬ因
此所选择的情节结构以及其中的角色也应具有这些特征ꎮ 从上文的分析可知ꎬ喜剧情
节和讽刺情节具有这样的特性ꎬ但讽刺情节的包容性通常通过讽刺对手显现ꎬ通过把
“ 高高在上” 的对手置于主角同样的悲惨结局中从而达到讽刺效果ꎬ同时也展现出一
① Ｂａｈａｒ Ｒｕｍｅｌｉｌｉꎬ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ｉｔｆａｌｌ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ａｔｉｎｇ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Ｖｏｌ.１８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５ꎬ ｐ.５６.
② Ｂｉｌｌ ＭｃＳｗｅｅｎｅｙ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Ｉ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ｐ.１６３.
③ Ｒｕｔｈ Ｗｏｄａｋꎬ Ｒｕｄｏｌｆ ｄｅ Ｃｉｌｌｉａ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ｅｉｓｉｇｌꎬ “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ꎬ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１０ꎬ Ｎｏ.２ꎬ １９９９ꎬ ｐ.１５３.
④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ꎬ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ｗｏ 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ａｎ Ｏｒｄｅｒ” ꎬ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６６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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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包容” ꎮ 所以ꎬ讽刺情节中的包容同样具有一定的进攻性和敌对性ꎬ而非真实意义

上的包容ꎮ 在喜剧情节中ꎬ并不需要杀戮和剧烈的痛苦剧情ꎬ主角双方更容易展开谈
判并达成和解ꎬ包容性得到最真实的体现ꎬ其“ 皆大欢喜” 的预期结局使得冲突的化解
过程中角色双方更易采取包容和让步的策略ꎬ并最终实现和解ꎮ① 因此ꎬ在国内社会
环境中ꎬ历史形成的包容性情节叙述结构ꎬ会使以“ 英雄” 身份定位的国内统治势力与
对手之间更容易以喜剧情节展开互动ꎬ英雄以协调者自居ꎬ这是一种存在误会的主角
双方共同寻求弥合方案的剧情ꎮ
据此ꎬ依据叙述结构的分析框架ꎬ本文提出对暴力进程解释的两个假设:一是当国
内叙述结构呈现出排他性叙述结构ꎬ浪漫情节结构会逐渐加强ꎬ主角英雄更倾向于以
裁决者角色应对敌对的他者ꎬ并且英雄不愿妥协ꎬ始终相信自己能够战胜邪恶势力ꎬ因
此更容易助长暴力ꎻ二是当国内叙述结构呈现出包容性结构时ꎬ喜剧情节结构会逐渐
加强ꎬ主角英雄更倾向于以协调者的角色对待他者ꎬ行为体之间倾向于寻求共同的解
决方案ꎬ因此更容易缓和暴力ꎮ ( 见表 １)
表１
叙述结构
排他性叙述结构
( 特征:浪漫情节叙述)
包容性叙述结构
( 特征:喜剧情节叙述)

叙述结构视角下的暴力进程演变
角色扮演

暴力进程的演变

裁决者

助长暴力

协调者

缓和暴力

注:表由作者自制ꎮ

在本文涉及的案例中ꎬ丹麦和瑞典在漫画危机事件中显然具有不同的情节叙述结
构和角色扮演进程ꎬ从而对暴力进程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和后果ꎮ 接下来ꎬ本文将以情
节结构理论为基础ꎬ系统分析丹麦和瑞典在漫画事件中各自的角色实践及其对事件发
展的影响ꎮ

四

丹麦与瑞典漫画危机中暴力进程的比较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和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丹麦和瑞典相继发生漫画危机事件ꎬ事件起因都是由
①

Ｒｉｉｋｋａ Ｋｕｕｓｉｓｔｏꎬ “ Ｃｏｍｉｃ Ｐｌｏｔｓ ａ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ꎬ ｐｐ.６０１－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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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出版“ 亵渎”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漫画而引发ꎬ但无论是事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还是事件本身的暴力程度ꎬ相比瑞典而言ꎬ丹麦漫画事件所引发的暴力进程不仅持续
时间更久ꎬ程度也更剧烈ꎮ
作为北欧国家ꎬ北欧的价值观念与规范是构成丹麦和瑞典两国身份认同的基础要
素ꎬ如性别平等、现代性、社会福利主义、宽容以及积极的国际主义等ꎮ① 这些关键性
的身份“ 标签” 是北欧国家在经济、劳务、法律、教育、文化、安全等方面合作的基础ꎬ并
最终通过北欧理事会得以制度化ꎮ 尽管具有共同的价值规范、制度结构和地缘特性ꎬ
丹麦和瑞典在各自的国家身份构建上依然有不同之处ꎮ 正如上文所述ꎬ丹麦和瑞典在
漫画事件中所展现的不同进程正是由于两国在国家身份认同建构进程中形成的不同
情节叙述结构造成的ꎮ 不同的情节叙述结构框定了两国在漫画暴力事件中所扮演的
不同角色身份和预期ꎬ并进一步影响了各自在处理与穆斯林群体这一“ 他者” 时的策
略与偏好ꎬ最终形成了差异性的暴力程度和演变进程ꎮ 因此ꎬ依据前文的分析和假设ꎬ
要系统考察两国的情节叙述结构ꎬ需要分析两国历史实践所形成的叙述结构特征ꎮ 如
果叙述结构是排他性的ꎬ那么可以推断该情节更趋于向浪漫结构演变ꎮ 相反ꎬ如果叙
述结构是包容性的ꎬ同样也可以推断该情节更趋于向喜剧结构演变ꎮ 从情节结构来
看ꎬ无论是丹麦还是瑞典ꎬ在涉及漫画危机这一事件中ꎬ其中主角“ 我群” 是丹麦和瑞
典两国ꎬ而另一主角“ 他群” 则是两国国内外的穆斯林群体ꎮ 在漫画危机事件中ꎬ两个
“ 主角” 间的互动实践主要涉及两国国内的移民政策、本国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群体间
的政策互动等ꎮ②

( 一) 丹麦的叙述结构、角色身份与暴力进程分析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以来ꎬ伴随移民及其安置问题越来越多ꎬ丹麦政府逐渐收紧

了本国移民和难民法规ꎮ 丹麦的公民管理制度实行的是一种同化政策ꎮ 对新移民来

说ꎬ想要申请公民身份必须学习丹麦语以及公民的价值观和文化ꎮ 丹麦原住民族被政
府视为一种族群共同体ꎬ族群文化的存续也更多依赖于国家的支持ꎬ并通过将移民融
入丹麦文化价值观来实现ꎮ 对丹麦而言ꎬ文化同质化的理念是国家身份中最显著的特
征之一ꎬ也是丹麦社会针对穆斯林族群制度的文化和制度基础ꎮ③ ２００１ 年在右翼政党

丹麦人民党的支持下ꎬ丹麦成功组阁自由保守型联合政府ꎬ并将反穆斯林观念转变为
“对移民的恐惧” 这一概念ꎬ以便在公开宣传中更能被丹麦人所接受ꎮ 因此« 日德兰邮
①
Ｓｗｅｄｉｓｈ
②
Ｓｗｅｄｉｓｈ
③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Ａｇｉｕｓꎬ “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Ｃａｒｔｏｏｎ Ｃｒｉｓｅｓ” ꎬ ｐ.５.
Ｇöｒａｎ Ｌａ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ｓｓｅ Ｌｉｎｄｅｋｉｌｄｅꎬ “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ｌａｉｍｓ －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ｉｅｓꎬ Ｖｏｌ.９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３６１－３８２.
Ｕｌｌａ Ｈｏｌｍꎬ “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Ｕｇｌｙ Ｄｕｃｋ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ꎬ ＤＩＩＳ Ｂｒｉｅｆꎬ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ꎬ２００６ꎬ 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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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决定出版关于穆罕穆德的漫画也并不是一种偶然ꎬ实际上ꎬ此前关于文化、移民与
宗教的辩论早已在丹麦社会中“ 生根发芽” ꎮ①

因此ꎬ在丹麦的文化价值观中ꎬ穆斯林群体始终是一个“ 他者” ꎬ是一种排他性的

存在ꎮ 在“ 新民族主义” 的影响和鼓动下ꎬ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排他性话语已逐渐在丹
麦的制度和文化中显现ꎬ其中的话语修辞从直接针对族群转向社会层面更为隐晦的文
化ꎬ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最终ꎬ丹麦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通过对异质文化的
排他性叙述展现出来ꎮ 通过媒体的宣传ꎬ越来越多的普通丹麦人和政府官员相信移民
群体并不是天生地属于丹麦ꎬ通过“ 我们才是居民” 、“ 丹麦人” 、“ 土著的丹麦人” 、“ 天
生属于这方土地的” 等修辞将自身塑造成为同质性的文化共同体ꎮ② 正因如此ꎬ越来
越多的丹麦人开始沉迷于自己的身份、民族和国家符号中ꎬ反对和贬低穆斯林群体这
一“ 他者” ꎮ 在这种对立的结构中ꎬ丹麦的穆斯林群体逐渐拒绝政治对话和接受民主

的可能性ꎮ 同时ꎬ这些穆斯林群体正在从公共生活空间中隐退ꎬ转而进入虚拟的穆斯
林共同体ꎬ并希望回归遥远的国土上最“ 纯正” 的穆斯林家园ꎮ
结构的排他性也影响了丹麦穆斯林群体中的年青一代ꎮ 当前伊斯兰组织和运动
已经能够通过宗教身份标签动员跨国性的穆斯林群体ꎬ并为身在异国的穆斯林构建一
种群体归属感ꎮ 因此ꎬ年轻的穆斯林相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更倾向于将自身首先归为
穆斯林群体ꎬ而非丹麦人ꎮ 其中一些年轻的穆斯林更是将自己与父母所在国的传统文
化相隔离以追求“ 纯正的” 和“ 正统的” 伊斯兰信仰ꎮ③ 对全球穆斯林共同体( Ｍｕｓｌｉｍ

Ｕｍｍａｈ) 的认同意味着在丹麦国内ꎬ丹麦民族身份与穆斯林身份的界限进一步固化ꎬ
同时也意味着想要用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和世俗的国家观念取代伊斯兰宗教在这些
年轻人心中的地位也愈发困难ꎮ 此外ꎬ国内的穆斯林学生群体也将互联网作为一种有
效的跨国沟通工具ꎬ通过网络构建起一个“ 想象的共同体” ꎬ以此为穆斯林的全球话语
体系的构建和运行提供了可能ꎮ

可以发现ꎬ在丹麦境内ꎬ自我与敌对“ 他者” 的区分十分明显ꎬ且主流叙述倾向于
赞美前者而贬低后者ꎮ 其情节结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ꎬ作为英雄角色的“ 纯正的” 丹
麦人期望成功征服国内的“ 恶棍” 和“ 异类” ꎬ并最终赢得大众赞赏的故事ꎮ 英雄的民

族主义、浓厚的民族优越感和自信的民族政策使得丹麦的情节叙述呈现出浪漫情节结
① Ｐｅｒ Ｍｏｕｒｉｔｓｅｎꎬ “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ｏｆ ａ Ｎｏｒｄｉｃ Ｃｉｖ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ａｌｕｅｓꎬ Ｓｔａｔ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ｌａｍ ｉｎ Ｄａｎ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ꎬ ｉｎ Ｔａｒｉｑ Ｍｏｄｏｏｄ ａｎｄ Ｒｉｃａｒｄ Ｚａｐａｔａ－Ｂａｒｒｅｒｏ ｅｄｓ.ꎬ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ꎬ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ｉ￣
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７０－９５.
② Ｐｅｔｅｒ Ｈｅｒｖｉｋꎬ “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Ｕｎｂｒｉｄｇｅａｂ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ꎬ Ｅｔｈｎｏｓꎬ Ｖｏｌ.６９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４ꎬ ｐ.２５８.
③ Ｓøｒｅｎ Ｃｈｒ. Ｌａ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Ｋａｔｅ Ø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ꎬ “ Ｔｖæ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Ｂｅｖæｇｅｌｓｅｒｂｌ ａｎｄ ｔｍｕｓｌｉｍｅｒｉ Ｄａｎｍａｒｋ” ꎬ ｉｎ Ｕｌｆ Ｈｅｄｅｔ￣
ｏｆｔꎬ Ｂｏ Ｐｅｔｅ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ｎａ Ｓｔｕｒｆｅｌｔ ｅｄｓ.ꎬ Ｂｏｒｔｏｍ 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ｒｎａ?:Ｉｎｄｖａｎｄｒｅｒｅ ｏｃ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 Ｄａｎｍａｒｋ ｏｃｈ Ｓｖｅｒｉｇｅꎬ Ｈａｌｍ￣
ｓｔａｄ:Ｍａｋａｄａｍ Ｆöｒｌａｇꎬ Ｓｗｅｄｅｎꎬ２００６ꎬｐｐ.２０１－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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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ꎮ 丹麦政府也更倾向于扮演一种英雄式的裁决者角色ꎬ以期主导整个剧情的发展ꎮ
作为浪漫情节中的裁决者ꎬ丹麦国内正统势力始终以审判者的话语和视角对待穆
斯林等少数族群ꎮ 丹麦宪法规定ꎬ所有居民都具有自由结社和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ꎬ
但实际上ꎬ在丹麦国内宗教并不平等ꎮ 少数宗教虽然能够自由结社ꎬ但不能获得国家
的补助ꎬ其中伊斯兰教只能在少数宗教活动中享受部分有限的免税政策ꎮ① 此外ꎬ由
于丹麦主导的政治话语是基于“ 同化” 理念ꎬ试图将穆斯林等少数族群同化并制度化ꎮ
因此ꎬ丹麦政府并没有给予穆斯林群体表达自身利益的有效的正式渠道ꎬ这也导致穆
斯林与政府之间缺少沟通ꎮ
２００５ 年的漫画危机事件初期ꎬ« 日德兰邮报» 文化主编弗莱明罗斯(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Ｒｏｓｅ) 有针对性地接连出版了 １２ 幅嘲讽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和相关文章ꎬ意
在表达对丹麦本土穆斯林的批评ꎬ认为他们是自傲的、落后的ꎬ更是对公共领域的威
胁ꎬ漫画的出版旨在警告他们并捍卫民主和言论自由ꎮ②
危机事件发生后ꎬ丹麦前首相拉斯穆森一直拒绝对事件作任何评论ꎬ直到危机转
变为国际事件ꎬ拉斯穆森才作了简单回应ꎬ即“ 丹麦政府不会嘲笑穆斯林” ꎮ 此外ꎬ拉

斯穆森也拒绝接见伊斯兰国家驻丹麦的大使ꎬ拒绝接见丹麦穆斯林组织的代表并且也
没有拜访相关的宗教场所ꎮ 批评人士认为ꎬ丹麦政府不应将漫画危机视为外交重大事
件ꎬ但拉斯穆森立即予以拒绝ꎬ并发表声明称:“ 丹麦不会变成一个内向型的国家ꎬ无
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们会始终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ꎮ” ③事实上ꎬ这与前任首相波尔
尼鲁普拉斯穆森( Ｐｏｕｌ Ｎｙｒｕｐ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的观点类似ꎬ尼鲁普拉斯穆森在“９

１１” 事件后的一场移民代表会议中说道:“ 让穆斯林妇女能够嫁给她们想嫁的人ꎬ尊重
民主理念ꎬ不能把古兰经置于丹麦宪法之上” ꎬ并要求与会者向丹麦宪法宣誓ꎮ 加尔
比施密特( Ｇａｒｂｉ Ｓｃｈｍｉｄｔ) 据此认为ꎬ尼鲁普拉斯穆森的言辞虽然比较委婉ꎬ但含

蓄地将国内穆斯林群体指向了恐怖主义、性别不平等、东方文化的愚昧落后以及民主
的叛徒等身份标签ꎮ 总之ꎬ丹麦官方认为ꎬ相对于丹麦的世俗主义或其他宗教来说ꎬ伊
斯兰教较为缺乏理性ꎬ不应该被特殊照顾ꎬ该群体也有义务去学习并采纳丹麦社会的
规范和政治文化ꎮ④ 因此ꎬ丹麦政府的强硬做法加上穆斯林群体的抵抗ꎬ将危机进程
不断推向高潮ꎮ
① Ｋａｔｅ Ø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ꎬ Ｄａｎｓｋｅ Ｖｅｒｄｅｎ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ｅｒ－Ｉｓｌａｍꎬ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Ｇｙｌｄｅｎｄａｌꎬ２００６.
② Ｆｌｅｍｍｉｎｇ Ｒｏｓｅꎬ“ Ｔｈｅ Ｆａｃｅ ｏｆ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ꎬ Ｊｙｌｌａｎｄｓ－Ｐｏｓｔｅ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５ꎬ ｐ.３.
③ “ Ｄａｎｓｋ Ｓｅｎｉｏｒｆｏｒｓｋｅｒ: Ｄａｎｓｋ Ｓｅｌｖｇｌæｄｅｇøｒｄｅｔｓｖæｒｔ ｆｏｒ ｏｓ ａｔ Ｓæｔｔｅｏｓｉｎｄｉａｎｄｒｅｋｕｌｔｕｒｅｒ” ꎬｈｔｔｐｓ: / / ｇｌｏｂａｌｎｙｔ. ｄｋ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ｎｓｋ－ｓｅｎｉｏｒｆｏｒｓｋｅｒ－ｄａｎｓｋ－ｓｅｌｖｇｌａｅｄｅ－ｇｏｒ－ｄｅｔ－ｓｖａｅｒｔ－ｏｓ－ｓａｅｔｔｅ－ｏｓ－ｉｎｄ －ｉ－ａｎｄｒｅ－ｋｕｌｔｕｒｅｒꎬ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④ Ｇａｒｂｉ Ｓｃｈｍｉｄｔꎬ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Ｄｅｎｍａｒｋꎬ Ｓｗ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
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２４ꎬ Ｎｏ.１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３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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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ꎬ沙特阿拉伯召回驻丹麦大使ꎬ两国的外交关系开始恶化ꎮ 迫

于压力ꎬ同年 １ 月 ３０ 日ꎬ« 日德兰邮报» 主编卡斯滕朱斯特( Ｃａｒｓｔｅｎ Ｊｕｓｔｅ) 署名的两
封公开信发表在报刊官网上ꎬ事件暂时得以平息ꎮ 但令人意外的是ꎬ德国、法国、意大
利及西班牙等一些欧洲国家的媒体开始站出来为丹麦报纸“ 打抱不平” ꎬ认为媒体具

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权ꎬ纷纷转载这些漫画ꎮ 对欧洲媒体的这些做法ꎬ全球伊斯兰国家
首脑和宗教领袖纷纷发表声明予以强烈谴责ꎬ并采取了抗议行动ꎮ 巴基斯坦参议院通
过决议ꎬ对欧洲媒体的做法予以“ 最强烈的谴责” ꎮ 科威特和约旦政府召见丹麦大使ꎬ
要求给予解释ꎮ 利比亚更是关闭了驻丹麦大使馆ꎮ 阿尔及利亚、约旦、也门等 ９ 国也
从超市撤下了丹麦的货物以示抗议ꎮ 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的第一周ꎬ丹麦在贝鲁特、大马士
革、雅加达以及德黑兰的驻外使馆受到攻击ꎮ 在此期间的骚乱和示威中ꎬ全球估计有
多达 ２５０ 人丧生ꎮ 外交大臣佩尔斯蒂格默勒( Ｐｅｒ Ｓｔｉｇ Ｍｏｅｌｌｅｒ) 声称ꎬ这是丹麦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以来面对的最大的国际危机事件ꎬ“ 漫画危机” 不仅造成了
丹麦的经济损失ꎬ同时也损害了丹麦的国际形象ꎬ特别是作为第三世界人道主义支持
者的形象ꎮ① 直到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危机才逐渐平息ꎮ

( 二) 瑞典的叙述结构、角色身份与暴力进程分析

二战后ꎬ在瑞典的身份叙述中ꎬ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较少ꎬ而以实用主义色彩
和国家的现代性为主ꎬ集中体现在其福利国家的制度建设中ꎮ② 因此ꎬ瑞典的移民制
度也更具包容性ꎬ对移民权利的考量更多是基于是否具有居留权而非他们的出生国身
份ꎮ 基于平等原则ꎬ１９６８ 年政府法案给予移民住房、教育、就业和医疗等权利ꎬ１９７５
年ꎬ移民又被赋予了居住地所在地区的公民投票权ꎮ 瑞典人对于能够接受和帮助移民
感到十分自豪ꎬ并且在官方宣传和话语中ꎬ瑞典政府也常将自身叙述为一个多元文化
的国家ꎬ并通过各种措施进行贯彻ꎮ③ 例如ꎬ移民在学习瑞典语的过程中被鼓励保留
他们自己的文化传承和母语ꎻ民族社区团体也会通过给予资金补贴的形式加强各族群
之间的文化建设ꎬ促进文化之间的平等ꎻ各种党派也几乎一致地对移民政策持积极的
态度ꎮ④
① [ 加] 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 国际实践» ꎬ秦亚青等译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ꎬ第 ３１１ 页ꎮ
② Ｐｅｒｔｔｉ Ｊｏｅｎｎｉｅｍｉꎬ “ Ｄｉｓｐｕｔｅ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Ｄａｎｉｓｈ －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Ｄｉｓｃｏｒｄ ” ꎬ ｉｎ Ｖｉａｔｃｈｅｓｌａｖ
Ｍｏｒｏｚｏｖ ｅｄ.ꎬ Ｄｅｃｅｎｔ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ꎬ Ｆａｒｎｈａｍ: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２０１３ꎬｐ.１８３.
③ Ｍａｇｎｕｓ Ｄａｈｌｓｔｅｄｔ ａｎｄ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Ｈｅｒｔｚｂｅｒｇꎬ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Ｗａｙ? Ｔｈ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ꎬ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ꎬ３０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１７５－２０３.
④ Ｇöｒａｎ Ｌａｒｓｓｏｎꎬ“ Ｓｗｅｄｅｎ” ꎬ ｉｎ Ｇöｒａｎ Ｌａｒｓｓｏｎ ｅｄ.ꎬ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ｄｉｃ ａｎｄ Ｂａｌｔ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９ꎬ 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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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严苛的移民政策和同化政策与瑞典自由且多元文化的移民政策形成鲜明对
比ꎮ 在瑞典ꎬ移民享有双重国籍身份ꎬ没有入籍测试和效忠宣誓ꎮ① 瑞典更加注重劳
动力市场中包容的移民政策与经济整合的关系ꎬ而非关注民族主义ꎮ 总之ꎬ文化相对
主义在瑞典人看来是比传统文化更为重要的价值体系ꎮ 这在其政治精英层面也有体
现ꎬ精英们普遍认为政府需要有效控制利益群体之间的辩论和政治对抗ꎬ因为这会严
重破坏社会稳定ꎮ②
在漫画危机事件中ꎬ虽然很多观点认为瑞典政府也在向“ 右” 转变ꎬ但实际上ꎬ瑞
典的右翼思想仅仅是近几年才开始兴起ꎬ而且其仅有的党派代表是瑞典民主党( Ｓｗｅ￣

ｄｅ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ｓ) ꎮ 该党于 ２０１０ 年进入议会ꎬ占有 ５ 个席位ꎬ并在 ２０１４ 年的选举中成为
第三大党派ꎬ得到 １２.９％的支持率ꎮ 与丹麦的人民党类似ꎬ瑞典民主党高举“ 实现真正

民主的大旗” ꎬ贴上代表最普通的瑞典人民、性别平等和福利国家等身份标签ꎮ 然而ꎬ
在瑞典主流政治中ꎬ瑞典民主党才是真正的异类和“ 他者” ꎬ其他主要党派都拒绝与他
们在议会中共事ꎮ③

基于多元文化的官方价值体系ꎬ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起ꎬ瑞典的移民政策逐渐成形ꎮ

在 ８０ － ９０ 年代ꎬ瑞典始终坚持非常开放的移民政策ꎬ这直接导致了其国内移民人口的
大量增加ꎮ 与丹麦同化性的移民政策不同ꎬ瑞典的移民不仅被鼓励继续保有他们自己
的文化ꎬ而且政府还支持移民学习他们自己的语言ꎬ建立各种移民自治组织ꎬ允许发行
以移民本国语言印刷的报刊和书籍等ꎮ ２００６ 年ꎬ随着自由保守政府的上台ꎬ移民政策
也逐渐被质疑ꎬ但社会民主政治的基本导向没有改变ꎬ福利社会、平等主义、司法公正
等政治原则依然主导着瑞典的政治文化ꎮ④ 事实上ꎬ在瑞典反穆斯林情绪还是存在
的ꎬ尤其在“９１１” 事件后ꎬ突出表现在就业市场上对穆斯林的歧视和受限的市场准
入ꎮ⑤ 但是ꎬ相对于丹麦ꎬ瑞典对待移民的同化思想较弱ꎬ这使国内的移民似乎更能以
普通公民身份界定自身ꎬ而非转向宗教或者其他身份标签ꎮ 同时ꎬ瑞典的多元文化价
值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平息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对立极化问题ꎬ而且能缓解不

① Ｄｉａｎｅ Ｓａｉｎｓｂｕｒｙꎬ“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ꎬ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Ｉｍ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ｇｉｍｅｓ”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１６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２３７.
②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Ａｇｉｕｓꎬ “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Ｃａｒｔｏｏｎ Ｃｒｉｓｅｓ” ꎬ ｐ.９.
③ Ａｎｄｅｒｓ Ｈｅｌｌｓｔｒöｍ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Ｈｅｒｖｉｋꎬ “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ａｓｔ: Ｎ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 Ｎａｔｉｖｉｓｔ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ｉｎ Ｓｗ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Ｄｅｎ￣
ｍａｒｋ” 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１５ꎬ Ｎｏ.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４４９－４６７.
④ Ｇｕｎｎａｒ Ａｌｓｍａｒｋꎬ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ｋ ｐａ Ｓｖｅｎｓｋａ” ꎬ ｉｎ Ｇｕｎｎａｒ Ａｌｓｍａｒｋꎬ Ｔｉｎａ Ｋａｌｌｅｈａｖｅ ａｎｄ Ｂｏｌｅｔｔｅ Ｍｏｌｄｅｎ￣
ｈａｗｅｒ ｅｄｓ.ꎬ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ｃｈ ｔｉｌｌｈöｒｉｇｈｅｔ: Ｉｎｋ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ｃｈ Ｅｘｋ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ｒ ｉ Ｓｋ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ｅｎꎬ Ｇｏｔｈｅｎｂｕｒｇ: Ｍａｋａｄａｍ Ｆöｒｌａｇ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５３－９８.
⑤ Ｇöｒａｎ Ｌａｒｓｓｏｎꎬ “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ｗｅｄｅｎ” ꎬ ＥＵ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ｖｏｃａｃｙ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Ｏｐｅ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０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ｕｓｅｕｃｉｔｉｅｓｓｗｅ ＿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 ＿ ０. ｐｄｆ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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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宗教之间的张力ꎮ
可以发现ꎬ在瑞典境内ꎬ自我与敌对“ 他者” 的区分并不十分明显ꎬ且主流叙述倾
向于以包容性的话语描述穆斯林“ 他者” ꎬ并注重创造出彼此之间的一种共性ꎬ以求消

除误会ꎬ朝向一个重归于好的结局ꎮ 其情节结构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作为英雄角色的
瑞典人遇到一些不寻常的冲突和不同的认同障碍ꎬ但这个主角在尝试不同的解决方式
之后ꎬ最终获得成功ꎮ 多元文化的理念和包容性的族群政策使得瑞典的情节叙述呈现
出喜剧情节结构ꎮ 瑞典政府也更倾向于扮演一种英雄式的协调者角色ꎬ以期化解矛
盾ꎬ迎来满意的和解结局ꎮ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瑞典漫画家拉尔斯威尔克斯( Ｌａｒｓ Ｖｉｌｋｓ) 创作了一幅穆罕默德的

漫画像ꎬ将穆罕默德的身体画成狗的身体ꎬ并最终被瑞典当地的小报« 纳克人报» 出

版ꎬ由此引发了一场漫画危机事件ꎮ 伊朗公开谴责了漫画的出版ꎬ瑞典在海外的部分
公司和威尔克斯本人也收到威胁警告ꎬ“ 基地” 组织更是公开悬赏追杀威尔克斯ꎬ瑞典
前首相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Ｒｅｉｎｆｅｌｄｔ) 的木偶塑像也在抗议浪潮中被烧
毁ꎮ 与丹麦漫画危机相比ꎬ瑞典各方的反应更为迅速ꎬ危机事件也很快被平息ꎮ

作为喜剧情节中的协调者ꎬ瑞典的国内正统势力以平等、包容、对话等方式处理与
穆斯林少数族群的关系ꎮ 虽然« 纳克人报» 出版了讽刺性漫画ꎬ但这些漫画早已存在ꎬ
并且是漫画艺术家维尔克斯的个人表达ꎬ而非官方使然ꎮ 同时ꎬ« 纳克人报» 所发表的
社论文章也具有包容性ꎬ认为:“ 自由社会的穆斯林群体应该逐渐学会容忍和接受别
人对其宗教符号的指责ꎬ同时瑞典政府也应该努力维护穆斯林群体的宗教权利ꎬ并平
衡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之间的关系ꎮ” ①事实上ꎬ« 纳克人报» 更加相信ꎬ公共领域的威
胁并不是来自瑞典本土的穆斯林ꎬ而是来源于丹麦漫画危机所引发的普遍的安全焦
虑ꎮ②
在政治精英层面ꎬ前首相赖因费尔特首先表达了漫画对穆斯林群体造成伤害的悲
伤心情ꎬ但同时也表明自己无权干涉出版自由ꎮ 赖因费尔特在演讲中说道:“ 我们中
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努力使瑞典国内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能和谐相处ꎬ相互尊重ꎮ 我们
正朝着这个目标推进ꎮ 同时ꎬ我们也要支持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ꎬ这是我们的立国基
础ꎮ” ③此外ꎬ赖因费尔特还到访了斯德哥尔摩主要的清真寺并就事件的处理征求各方
① Ｌａｒｓ Ｓｔｒöｍａｎꎬ “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Ｒｉｄｉｃｕｌｅ 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ꎬ Ｎｅｒｉｋｅｓ Ａｌｌｅｈａｎｄａꎬ １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７ꎬｈｔｔｐ: / / ｓｏｕｒｚｅ. ｓｅ /
２００７ / ０９ / ０４ / ｒｉｄｉｃｕｌｅ－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 － ｏｆ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６５５９０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ｐｅ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ｕｓｅｕｃｉｔｉｅｓｓｗｅ＿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０.ｐｄｆ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② Ｇöｒａｎ Ｌａｒ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ｓｓｅ Ｌｉｎｄｅｋｉｌｄｅꎬ “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ｌａｉｍｓ －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 ꎬ ｐ.３７１.
③ Ｆｒｅｄｒｉｋ Ｒｅｉｎｆｅｌｄｔꎬ “ Ｒｅｉｎｆｅｌｄｔ ｏｍ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ｎａ” ꎬ Ｓｖｅｎｓｋａ Ｄａｇｂｌａｄｅｔꎬ ３１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ｖｄ.ｓｅ / ｒｅｉｎｆｅｌｄｔ－ｏｍ－ｍｕｈａｍｍｅｄｐｒｏｔｅｓｔｅｒｎａ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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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ꎮ 同时ꎬ他也接待了来自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大使ꎬ并迅速联系瑞典驻相关国
家的大使馆ꎬ要求向各国说明“ 瑞典是多元文化的国家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瑞典国
内是平等的ꎬ并且瑞典的宪法并没有规定报纸上应该刊发什么” ꎮ① 实践证明ꎬ这些象

征性承认的举措有助于平息穆斯林的抗议活动ꎮ 例如ꎬ厄勒布鲁市穆斯林文化中心负
责人贾马尔拉哈穆迪( Ｊａｍａｌ Ｌａｈａｍｄｉ) 虽然领导了针对« 纳克人报» 的抗议活动ꎬ但
他认为“ 没有理由再抗议了ꎬ首相组织的对话会议收效良好并且是一个好的开端ꎬ我
希望现在就应该结束了ꎮ” ②
瑞典国内的穆斯林组织也迅速采取各种措施ꎬ避免危机的升级ꎬ宣称这是瑞典国
内的问题ꎬ应该用和平的方式处理ꎮ 在危机初始阶段ꎬ他们积极与瑞典外交部门合作ꎬ
及时沟通意见ꎮ 尽管穆斯林组织内部也有部分异议人士想要将抗议活动升级为国际
事件ꎬ但大多数人还是优先选择对话而非暴力与抵制ꎮ 此外ꎬ瑞典穆斯林群体中的年
轻人还自发建立了一个名为“ 和平行动者” 的网络ꎬ对有关“ 伊斯兰恐惧症” 和偏见的
言论进行回应ꎬ并公开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ꎮ 这些都表明ꎬ在瑞典的政治文化中ꎬ多
元、包容、对话和协商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ꎮ 事实上ꎬ威尔克斯的漫画对穆斯林群体
及其宗教来说确实是一种诽谤和亵渎ꎬ并进一步扩大了瑞典境内的穆斯林群体与主流
社会之间的隔阂ꎬ但事件并没有进一步恶化ꎮ 在瑞典ꎬ政府注重瑞典式的多元文化ꎬ反
穆斯林的政党在主流政治中也是被边缘化的ꎬ官方倾向于通过合作与对话的形式ꎬ逐
渐吸纳、融合外来宗教和文化少数族群ꎮ
总的来说ꎬ穆斯林群体的文化、规范与施动性都以宗教为中心ꎬ与北欧价值观中的
很多元素并不相容ꎬ因此在丹麦和瑞典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始终是一群外来的“ 他者” ꎮ
丹麦的主导性政治话语将本国文化视为更高级的文化ꎬ而将伊斯兰文化视为“ 未开化
的” ꎬ因此其歧视和排他性要强于瑞典ꎮ 在瑞典方面ꎬ尽管也宣扬多元文化价值观ꎬ但
穆斯林群体同样也被视为对民主和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威胁ꎮ③

但是ꎬ情节结构的不同决定了两国正统势力所扮演的角色和预期的不同ꎮ 丹麦政
治文化中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排他性色彩浓厚ꎬ反穆斯林政党丹麦人民党也影响了丹麦
的政治话语结构和话语文化的制度化ꎬ拉大了移民与丹麦民族主义之间的距离ꎬ促使
双方以敌对的视角看待彼此ꎬ并在情节结构上表现为浪漫情节ꎬ一方是扮演裁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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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ｖｄ.ｓｅ / ｒｅｉｎｆｅｌｄｔ－ｏｃｈ－ｆｒｅｄｓａｇｅｎｔｅｒｎａ－ｐａｒｅｒａｄｅ－ｖｉｌｋｓ－ｋｒｉｓｅｎ－ｂｒｉｌｊａｎｔ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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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ꎬ另一方是顽强抵抗的穆斯林群体ꎮ 因此ꎬ浪漫情节下的角色互动实践主导着丹
麦漫画事件的整个发展历程ꎮ « 日德兰邮报» 的漫画出版后ꎬ丹麦国内的危机事件不

仅迅速激化ꎬ甚至扩散到国外ꎬ成为国际性事件ꎮ 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结束ꎮ
在瑞典ꎬ多元文化和包容性政策占主导ꎬ同时反移民政党被主流政党政治所边缘化ꎬ穆
斯林群体能够享有较为平等、自由的表达权利ꎬ统治势力与穆斯林等少数族群的关系
更为融洽ꎮ 因此ꎬ在情节结构上表现为喜剧情节ꎬ一方是协调者ꎬ另一方是被误解的穆
斯林群体ꎮ 所以ꎬ喜剧情节下的角色互动实践主导着瑞典漫画事件的发展历程ꎬ整个
危机进程也较为缓和ꎮ

五

结语

本文主要以国际关系中的叙述与身份实践为基础ꎬ比较了丹麦和瑞典两国漫画危
机事件进程中差异性的暴力演变进程ꎮ 通过对两国漫画危机事件的梳理ꎬ提出了叙述
结构、角色扮演与暴力进程演变的解释框架ꎮ 根据这一框架ꎬ可以发现ꎬ丹麦的情节叙
述结构展现出的是浪漫情节ꎬ扮演的是裁决者角色ꎬ其结果是引发对立ꎬ激化矛盾ꎬ促
使暴力进程愈演愈烈ꎮ 瑞典展现的则是喜剧情节ꎬ扮演的是协调者角色ꎬ通过包容性
政策ꎬ不断与穆斯林群体进行沟通和协调ꎬ最终迅速平息了危机ꎮ 两国危机事件的系
统比较验证了该框架及其解释效力ꎮ 因此ꎬ情节叙述与角色扮演能够成为解释暴力演
变进程的有效视角ꎮ 当然ꎬ本文并没有对其他相关案例进行检验ꎬ也没有对情节叙述、
角色扮演与暴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变量变化假设ꎬ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进一
步研究的问题ꎮ
( 作者简介:贺刚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ꎻ责任编辑:莫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