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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建构是当代多民族国家政治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过程ꎮ 在

这一重要过程中ꎬ 多民族国家需要权衡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公共空间问题ꎮ 苏联解

体后获得独立的中亚国家ꎬ 针对各自面临的合法性与认同危机ꎬ 也开始在国家建

构框架下进行国家认同的塑造ꎮ 作为多民族国家建构重要变量的公共空间ꎬ 因为

其具有民族文化符号功能和塑造国家认同的功能ꎬ 而被中亚国家进行工具性设计

并形成公共空间政策ꎬ 进而形成公共空间政治ꎮ 中亚国家公共空间政治的主要表

征有二: 其一ꎬ 通过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命名强化新的国家身份ꎬ 影响国民的国家

认同ꎻ 其二ꎬ 通过公共空间中的纪念碑刻与雕塑等强化国家的主体性ꎬ 以视觉的

潜移默化效果进行国家建构ꎮ 由于公共空间政治涉及传统的调用、 权力的支配以

及认同的塑造ꎬ 又可以对冲中亚国家遭遇的合法性与认同危机ꎬ 因此ꎬ 中亚国家

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公共空间政治试图在 “族裔国家” 与 “公民国家” 之间ꎬ 寻

求一个平衡与妥协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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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苏联解体后ꎬ 其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

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相继独立ꎮ 独立后的中亚国家继承了世俗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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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为边界的遗产ꎬ 也继承了按宗教、 地区和阶级划分的人口ꎮ 独立后的中亚国

家并没有全盘抛弃其在沙俄时期和原苏联时期的历史ꎬ 而是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

的部分作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之一ꎮ 然而ꎬ 在中亚国家ꎬ 并不是所有公民都

能在国家构建中分享与国家边界相一致的 “想象的共同体” 概念ꎬ 也不是所有

公民都表现出对新独立国家的忠诚ꎬ 因此ꎬ 新独立中亚国家建构国家主体性的过

程ꎬ 不得不伴随着去俄罗斯化和合法化的历程ꎮ
在中亚国家去俄罗斯化和合法化过程中ꎬ 来自文化知识分子的下层压力和来

自原苏联精英的上层压力相结合ꎬ 产生一个共识ꎬ 即进行 “国家建构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ꎮ 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ꎬ “国家建构” 是为促进民族

一体化而制定的诸项政策之总和ꎮ 民族化的仪式、 旗帜、 英雄人物及民族化的公

共建筑可以成为正在推进中的国家建构的明显体现ꎮ 在那些人为或者偶然划定边

界的近代国家中ꎬ 以及在那些具有不同传统、 宗教和种族集团的国家当中ꎬ 上述

政策尤为紧要ꎮ 其中ꎬ 如果民族概念与任何已建立的国家之居民概念等同划一的

话ꎬ 那么国家建构这一概念仅是指现实的国家控制和公众服从的政策ꎬ 也就是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的过程ꎮ 如果民族概念是文化共处或种族特征的一种表述的

话ꎬ 那么国家建构则会指向一个语言、 宗教或者种族方面具有权威性的民族范式

方向积极同化和标准化的过程①ꎮ 这一过程是在现有社会构成、 文化遗产和不

同群体间的内部权力分配语境中进行的ꎮ 这也就意味着中亚国家的国家建构实

质上就是强调在具有不同传统、 宗教和种族集团的政治体系中ꎬ 经由各种途

径ꎬ 使其成员发展出共同的 “认同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政治价值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和 “政治效忠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ｙａｌｔｙ)” 的过程②ꎮ

就中亚国家而言ꎬ 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维度是针对独立后国家面临的认同危

机ꎬ 如何进行防范与应对ꎮ 国家层面的认同危机ꎬ 可以理解为公民个体或者群体

对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产生质疑ꎬ 从而产生形成政治取向层面的认同困扰ꎮ 这种认

同困扰有的来自部落、 阶级、 种族等地方共同体的认同与国家整体认同孰轻孰重

的选择ꎬ 有的来自民族亚文化与国家主文化之间的冲突ꎮ 对地方性共同体或者民

族亚文化的认同如果超越国家整体认同或者国家主文化认同ꎬ 任何一个多民族国

家都将面临认同危机的困扰ꎮ 因此ꎬ 在多民族国家ꎬ 国家建构的重要目标就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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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各自国家的亚民族和地区忠诚ꎮ 为此ꎬ 自 １９９１ 年以来ꎬ 每个中亚国家都以自

己的方式开始自己的国家建构ꎮ 传统的社会、 文化和民族价值观被重新引入ꎬ 以

证明他们具有悠久的文化根源和 “黄金时代”ꎬ 从而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基础ꎮ 这

属于一种 “国家支持的原生主义 ( ｓｔａｔｅ －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ｉｓｍ)”ꎮ 这种具有

“伪历史” 魅力的族裔—国家符号的创造要求土地与主体民族之间的原生依附关

系ꎮ 易言之ꎬ 这是一个有利于主体民族政治合法性的主体民族原生信息的政治传

播ꎬ 进而有利于主体民族主导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化ꎮ “国家支持的原生主义”
的最终目标是在整个领土范围内建立起对中央政权的忠诚ꎮ 为了这个目标ꎬ 国家

积极倡导新传统ꎮ 这些新创造的传统通常是国家有意实施的社会工程ꎬ 意在传达

一种民族历史感ꎬ 以取代长期以来盛行的、 对地方和地域政权的普遍归属感ꎮ
历史的 “重新审视” 是所有中亚国家在国家统一构设过程中的共同趋势ꎬ

在历史的政治化中ꎬ 民族主义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产物①ꎮ 由于政治原生主义的

特性ꎬ 公共空间政治成为一个重要相关变量ꎮ “公共空间” 这一概念可以从狭义理

解与广义观察两个视角进行判断ꎮ 狭义的 “公共空间” 一般是指那些供居民日常

与社会生活公共使用的空间ꎮ 广义的 “公共空间” 不仅仅是个地理的概念ꎬ 更重

要的是进入空间的具有主体性的人以及展现于空间之内的主体与主体之间、 主体与

客体之间的交流与互动ꎮ 在国家建构主题下的公共空间可以被定义为 “具有潜移默

化之政治社会化功能的居民日常与社会生活所涉及的室外行动空间 (街道、 广场、
公园、 自然风景等) 与造型空间 (建筑与雕塑艺术)”②ꎮ

在国家建构主题下的公共空间明显涉及具有主体性的国民对置身其中的公共

空间给予社会、 政治以及文化层面的理解和定位ꎬ 从而进一步拓展公共空间的政

治意涵ꎮ 同时ꎬ 这种主体性的理解和定位反过来又重申、 反驳或者改变现有的社

会、 政治以及文化关系ꎮ 因此ꎬ 这种主体与公共空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中亚国家的

国家建构ꎬ 需要注重公共空间的客体主体化方向ꎬ 以塑造境内不同亚文化群体的

国家主体性认同ꎬ 从而产生公共空间政治ꎮ
目前国内外涉及公共空间政治的相关研究ꎬ 或者以民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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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进行阐述①ꎬ 或者侧重于公共空间中的历史争议②ꎬ 或者直接论证公共空间

政治③ꎮ 与中亚公共空间政治相关的研究则侧重于该地区的包括独立后的认同与

记忆④、 认同与政治⑤、 社会与历史变迁⑥、 民族主义和认同建构⑦等方面ꎮ
上述国内外研究对公共空间的相关政治学意义从多个视角进行研究与解读ꎬ

但综观所有上述研究ꎬ 在国家建构的视域中ꎬ 专门性探讨中亚公共空间政治的研

究相对薄弱ꎮ 因此ꎬ 下文将就这一视角展开尝试性的探索ꎮ

一　 国家建构视域中的中亚国家公共空间: 何以重要?

既然公共空间是国家统一进程中的重要变量ꎬ 那么中亚各国的国家建构重视

公共空间的作用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ꎮ 同时ꎬ 中亚各国在这一进程中对公共空间

的重视还有理论和现实的权衡ꎮ
就理论层面而言ꎬ 由于可以承载民族文化符号ꎬ 公共空间就不再仅仅是单纯

的地理意义和物质意义层面的空间ꎮ 当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将自己的主观意图通过

具有本民族独特意义的符号系统作用于公共空间时ꎬ 公共空间就会产生主体客体

化的变迁ꎬ 继而演化成一个民族符号价值和传统遗产的承载与拓展场域ꎬ 成为民

族认同的隐性培育空间ꎮ 从这一理论层面理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公共空间ꎬ 客体

主体化的变迁过程与意识形态的变迁过程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ꎮ 当意识形态发生

变迁或者塑造公共空间的主体发生变换ꎬ 公共空间相关的具有特定民族或地方特

点的客观设置也会同步变化ꎮ 反过来ꎬ 公共空间主体化之后ꎬ 再作用于活动于其

间的主体ꎬ 从而实现主体客体化ꎬ 也就是国家建构所需要达到的重要目标ꎮ 在双

向的互动之间ꎬ 公共空间逐渐展示其所蕴涵的文化符号意义ꎬ 由形成文化认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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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形成国家认同ꎮ 在此需要关注的是ꎬ 既然公共空间是文化 (精神) 意义的

载体ꎬ “公共空间成为 ‘文化权力的工具’ꎬ 成为一种 ‘社会和主体身份赖以形

成’ 的文化实践”①ꎬ 那么ꎬ “谁拥有公共空间” 就成为公共空间文化意义的一部

分ꎮ 拥有在公共空间创作权力的主体与意识形态的主导者是同一的ꎮ 对公共空间

的保护、 创设与演绎因为成为权力博弈与合法性塑造的另类表征ꎮ 沿循这一线

索ꎬ 具有历史意涵的博物馆、 纪念碑、 雕像等公共空间场域ꎬ 即使在创作主体与

鉴赏主体之间产生高度政治化的争论ꎬ 创作主体———也就是掌控意识形态主导权

的创作主体———也会直接根据自身的符号系统ꎬ 结合政治变迁ꎬ 不断对古代史与

当代史进行重新阐释②ꎮ 但是ꎬ 如果拥有公共空间文化权力的创作主体寄希望于

鉴赏主体早已练就观察与思考公共空间历史性与现代性标签的能力ꎬ 来源广泛的

不同亚文化群体会逐渐整合进入国家统一进程ꎬ 那么这将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假

设ꎮ 因为这一假设忽略了基于生产系统的社会关系和种族文化感③ꎮ 因此ꎬ 国家

建构中的公共空间政治需要注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互动ꎬ 弥补意识形态角色和种

族文化感引发的认同危机ꎬ 进行有效的政治社会化ꎮ
就现实层面而言ꎬ 在中亚各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上ꎬ 其政治文化传统是以部

族和地域为中心的集体主义和法团主义ꎬ 这种社会结构与各国所致力建立的公民

社会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冲突④ꎮ 换句话说ꎬ “我们的当代身份被遍布全球

新形式的认同政治的出现加以标签化ꎮ 这些新形式复杂化并增加美国和法国革命

提出的普遍主义原则与国籍、 种族、 宗教、 性别、 外表、 政治和语言等特质之间

的悠久的紧张关系ꎮ”⑤ 这种紧张关系在中亚表现为部族和地域扮演的重要政治

角色ꎮ “部族的关键因素是: 亲属关系、 网络与信任ꎮ 它是建立在亲属关系基础

上的非正式认同组织ꎮ”⑥ 在中亚各国ꎬ 部族认同与地域认同强烈ꎬ 这种情感和

网络密切联系作用于政治精英和民众的政治心理与政治行为方式ꎬ 形成中亚政治

运行的 “内部逻辑”ꎬ 对各国的国家认同构建产生深刻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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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族和地域认同在中亚各国具体如下ꎮ
哈萨克斯坦: 部族支持网络在南哈萨克斯坦特别强大ꎮ 基于部落的性质ꎬ 哈

萨克斯斯坦南部的乌兹别克人、 其他非主体民族以及部分哈萨克人被边缘化ꎮ 可

以说ꎬ 即使经过现代化的历程ꎬ 部分哈萨克人依然处于部族状态ꎬ 根据他们的亲

族关系紧密地生活在一起ꎬ 没有从现代化转入现代性①ꎮ 传统上ꎬ 哈萨克族社会

主要是游牧与半游牧半农耕社会ꎮ 传统家长式的秩序一直作为亲族关系ꎬ 很长一

段时间保留在新公共结构中ꎮ 即使是行政管理体制极度苛刻的苏联ꎬ 也没能打破

居住在紧凑区域内的哈萨克族部族关系ꎮ 即使是现在的哈萨克斯坦ꎬ 关于七代内

本部族和祖先的知识也是每一个哈萨克族人理解祖先认同的一个必需条件②ꎮ 这

种复兴的部族感情是后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国家建构的主要障碍之一ꎮ
吉尔吉斯斯坦: 部族问题在吉尔吉斯斯坦尤为明显ꎮ 由于天山横贯国土ꎬ 将

其分为南北两部分ꎬ 于是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北部和南部之分ꎮ 吉尔吉斯族人数虽

多ꎬ 但属于不同的部族ꎮ 吉尔吉斯典型的部族结构是区分为两翼ꎮ 左翼包含北部

和西部七个部族ꎬ 包括 Ｂｕｇｕｕ 部落和 Ｓａｒｙｂａｇｙｓｈ 部落 (绝大部分吉尔吉斯族领导

人出自这一部落)ꎮ 右翼只有一个部落ꎬ 即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 Ａｄｙｇｉｎｅ③ꎮ 费尔

干纳盆地的巴特肯州、 贾拉拉巴德州、 奥什州主要居住着南方部族的吉尔吉斯

人ꎮ 楚河州、 伊塞克湖州、 纳伦州、 塔拉斯州和比什凯克市主要居住着北方部族

的吉尔吉斯人ꎮ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北部之间存在一条文化断裂带ꎮ 这一断裂带

与南北部落的差异、 南部乌兹别克人与北部俄罗斯人的差异都有密切的关联ꎮ 南

北的不同ꎬ 同时也意味着南北的主导者亦不相同ꎮ 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结构④ꎮ
国家政权形式上的制度安排由于部族因素受到削弱、 外部干预和资源的耗尽ꎬ 导

致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部族约定两度被打破ꎬ 并最终不得不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

新版宪法ꎬ 实现对部族约定的形式化ꎮ
吉尔吉斯人对部族强烈的亚文化认同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主文化认同之

间ꎬ 形成挑战与回应的关系ꎮ 挑战的结果是严重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ꎮ 回应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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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试图寻求部族之间的平衡ꎬ 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与部族力量在国家政权体系中

的代表性之间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①ꎮ 因此ꎬ 对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建构而

言ꎬ 如何弱化部落认同ꎬ 强化国家认同ꎬ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ꎮ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族是半农半牧民族ꎬ 其传统社会组织形式分为两种: 一

种是基于地域认同的组织ꎻ 另一种是基于血缘认同的组织ꎮ 两种组织在塔吉克斯

坦共同存在ꎮ 与此同时ꎬ 国家权力的地域分布不均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失衡ꎬ 又形

成以区域划分为标识的各种认同ꎬ 并产生强烈分裂性的地方主义②ꎮ 塔吉克斯坦

国家建构最大的挑战实质上主要来自浓厚的地区主义ꎮ 塔吉克斯坦国家认同难以

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社会联系ꎮ 这种联系性的缺乏与地理因素有着密切的

关联ꎮ 塔境内山地面积超过 ９０％ ꎮ 帕米尔高原的巴达赫尚自治州与费尔干纳谷

地的北列宁纳巴德州都由于高山的阻隔ꎬ 而在塔吉克斯坦更显边缘化ꎮ 这同时也

意味着传统上的国家中央政权缺乏对边缘地区的控制③ꎮ
这种复杂的地理因素导致塔吉克斯坦成为一个国家认同度极低的碎片化社

会ꎮ 塔吉克人更愿意根据他们出生的地区、 所在的村庄或城市给自己定位ꎮ 塔吉

克斯坦有四个诸如此类的本身处于分裂状态的典型地区ꎮ 例如巴达赫尚地区分成

各种各样的语言与宗教群体: 西帕米尔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ａｍｉｒｓ) 主要说各种西伊朗语和

东伊朗语ꎻ 达瓦兹凡基 (Ｄａｒｖａｚ ａｎｄ Ｖａｎｊ) 主要说塔吉克语 (又被称为帕米尔方

言ꎬ 有时又称为山地塔吉克语)ꎻ 东帕米尔主要说吉尔吉斯语ꎮ 这一地区绝大多

数人信仰伊斯玛仪派 ( Ｉｓｍａｉｌｉ)ꎬ 这是什叶派 (Ｓｈｉａｉｓｍ) 的温和类型ꎮ 仅在达瓦

兹和凡基地区和吉尔吉斯人定居点才是逊尼派 (Ｓｕｎｎｉ)④ꎮ 塔吉克斯坦的反对派

群体也是按照这四个典型地区展开的ꎮ 此外ꎬ 在塔吉克斯坦ꎬ 来自库利亚布地区

(Ｋｕｌｙａｂ) 尤其是拉赫蒙家乡丹加拉 (Ｄａｎｇｈａｒａ) 的官员ꎬ 充斥于许多国家部委

和机构ꎮ 更重要的是ꎬ 他们控制着至关重要的国防部和内政部ꎮ 塔吉克政权几乎

不试图调和其他部落的利益ꎮ 因此ꎬ 这种地区主义以及部族争权因素对塔吉克斯

坦国家建构构成非常严重的挑战ꎮ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族历史上也曾是游牧民族ꎬ 后来定居转为农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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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ꎮ 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ꎬ 社会组织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①ꎮ 长期的定居生

活ꎬ 使得乌兹别克斯坦的部族形成相对自给自足的绿洲文化群体ꎬ 这种绿洲文化

的相对保守性与封闭性ꎬ 为乌兹别克斯坦以文化、 宗教为依托的地方精英势力的

崛起奠定了基础ꎮ 不论是农耕民族还是游牧民族ꎬ 每一个传统部族组织都有自己

的名称、 活动地域、 议事机构ꎬ 并有由德高望重的长老担任首领的传统以及长期

形成的组织精神、 规则及每一个成员必须遵守的义务和拥有的权利等ꎬ 形成一套

完整、 有效的社会管理和运行体系和以地域属性为特征的部族文化②ꎮ
乌兹别克斯坦已故总统卡里莫夫就属于撒马尔罕集团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期以来ꎬ 国家的大部分重要任命都归属撒马尔罕集团ꎮ 现任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也

来自撒马尔罕集团ꎮ 但乌兹别克斯坦巧妙地在这个国家最强大的两个政治集

团———撒马尔罕和塔什干集团之间维持了一种权力平衡ꎮ 但时至今日ꎬ 乌兹别克

斯坦部族之间的政治纷争依然存在ꎬ 各大地域集团相互斗争、 制衡的局面在较长

的一个时期内仍难以消失ꎮ 其固有的矛盾时常因利益之争而被激化ꎬ 并扰乱着国

家政治发展进程中脆弱的政治平衡与社会秩序以及国家建构进程③ꎮ
土库曼斯坦: 目前ꎬ 关于土库曼传统部落的数量存在着多种说法ꎬ 一般认

为ꎬ 土库曼部族主要有六大部落ꎬ 分别为尤穆德部、 吉泽尔—阿尔瓦特部、 铁金

部、 巴尔干部、 恰尔朱部和塔沙乌斯部ꎮ 土库曼斯坦的部落中ꎬ 铁金部和尤穆德

部两个部落人口数量最多ꎬ 占据国土面积最广ꎮ 二者人口数量占土库曼斯坦总人

口的 ５０％ ꎬ 而其分布面积占全境的 ６０％ ④ꎮ 他们在定居地区迅速增长ꎬ 而且地

域差异日益明显ꎬ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种族地域 ( ｅｔｈｎｉｃ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的身份ꎮ 这

种独特的部落认同是土库曼斯坦国家建构的重要阻碍因素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中亚国家建构的现实层面的权衡因素除前述的部族和地域认

同外ꎬ 还有衡量民族集团之间张力的因素ꎮ 民族集团之间的张力主要来自于苏联

解体和在原苏联系统中长久被压抑的文化 “民族复兴” 和主体民族偏见ꎮ 独立

后的中亚五国迫切希望实现民族复兴ꎬ 而苏联时期被压抑的主体民族主体性被复

活ꎬ 产生长期压抑之后的骤然反弹ꎮ 各个国家的主体民族意识都迅速复活ꎬ 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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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民族国家化的趋势ꎮ 这不但激活了苏联时期就已经存在的矛盾ꎬ 而且还引发

诸多新的矛盾和对立ꎮ 主体民族的复兴阻碍了非主体民族对国家的认同ꎬ 而且ꎬ
这种阻碍在五个国家之间形成彼此交叉态势ꎮ 所有这些情况使整个中亚地区的少

数民族待遇问题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ꎮ 中亚各国都不承认双重国籍ꎬ 因此除居住

在某些飞地的少数民族之外ꎬ 居住在某国的当地少数民族在感情上仍然忠于属于

他们民族的邻国ꎮ 中亚国家民族主义和认同的多样性ꎬ 尤其是跨国主义和身份的

交叉性质导致的双重忠诚问题成为影响中亚国家建构的一个不稳定的因素ꎮ
正是基于上述理论和现实权衡ꎬ 处于国家建构进程中的中亚国家不得不利用

公共空间符号的隐含叙事功能ꎬ 进行合法化与认同危机的社会化消弭ꎮ 由于公共

空间和不同民族的生活密切相关ꎬ 它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播媒介ꎬ 成为社会成

员和政治体系中的纽带ꎬ 让来自不同民族的成员在这一隐含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

新的文化与心理边界ꎬ 为国家建构提供软动力①ꎮ 因此ꎬ 尽管公共空间设计自身

不会改变国内政治的进程ꎬ 但中亚国家还是在国家建构进程中使用公共空间政

治ꎬ 借此表达蕴含独立性与现代性的国家认同ꎮ

二　 国家建构视域下中亚国家公共空间政治的表现

由于人的身份具有内在的竞争性、 嵌入性以及重叠性ꎬ 而且国家边界并不总

是与身份一致ꎬ 因此ꎬ 中亚国家的精英们意识到ꎬ 面对新国家脆弱的合法性ꎬ 族

裔民族主义是使边界和独立本身合法化的一种方式ꎮ 在这种情境下ꎬ 国家象征成

为已经创造它们的并处于合法化进程中的精英们的象征ꎮ 这种合法化进程必须适

度地与原苏联疏离ꎮ 在形成这种 “他者” 的过程中ꎬ 精英们必须选择与苏联过

去没有直接联系的传统符号ꎮ 虽然中亚国家及其领导人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政治形

式或经验的影响ꎬ 但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依然有能力使用现有的工具进行政治意

识形态的建构②ꎮ 因此ꎬ 哈萨克斯坦致力于 “打造一个以主体民族为核心的国家

民族ꎬ 即国族建构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培育境内不同民族对国家的归属感并塑

造共同的身份: “哈萨克斯坦人或者哈萨克斯坦民族”ꎮ 对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建

３７

①
②

张友国: «多民族国家建构视域中的公共空间政治»ꎬ 第 ６１ 页ꎮ
Ｓｅｖｋｅｔ Ａｋｙｉｌｄｉｚ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ａｒｌｓｏｎꎬ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Ｌｅｇａ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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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而言ꎬ 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最终产品ꎬ 它总是一个建构和再建构的过程①ꎮ 哈萨

克斯坦的国族建构者设法再造、 定义、 澄清和同质化界限ꎬ 身份被描绘成线性和

连续的ꎮ 吉尔吉斯斯坦意识形态的目标是影响人们的 “心灵和思想”ꎮ 为弥合国

内的南北矛盾ꎬ 塑造统一的国族共同体ꎬ 吉尔吉斯斯坦民族主义的诉求逻辑非常

清晰: “吉尔吉斯斯坦———我们共同的家园”②ꎮ 塔吉克斯坦政府的目标是创造一

种历史连续感ꎬ 直到新国家认同完全形成ꎮ 土库曼斯坦官方的国族共同体建构计

划更强调一元政治秩序ꎬ 通过土库曼历史和民俗上众所周知的虚构的统治者ꎬ 强

调土库曼族与土库曼斯坦土地的原生联系ꎬ 试图塑造一个独特的土库曼地理文化

空间ꎮ 在这一前提下ꎬ 土库曼斯坦采用具有高度选择性和规范性的民族元叙事ꎬ
这一元叙事仅承认特定连接点上的历史语境③ꎮ 乌兹别克斯坦则在民族主义的框

架下ꎬ 强调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ꎬ 培养民族爱国主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ꎬ
强调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土地或祖国 (Ｖａｔａｎ)ꎬ “Ｖａｔａｎ” 在乌兹别克斯

坦演化为一个持续的政治话语④ꎮ 乌兹别克斯坦同时还将伊斯兰教作为国家认同

建设的核心⑤ꎮ 乌兹别克斯坦的伊斯兰教和公民社会之间是一种彼此加强的关

系⑥ꎬ 正如乌兹别克人经常所言: “成为乌兹别克人就是成为穆斯林ꎮ”⑦

在上述目标导向原则下ꎬ 中亚国家都尝试将民族国家模式和多元国家模式进

行结合ꎬ 实施 “意识形态垄断” (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战略ꎬ 通过选择文

化精英进入其国家机器ꎬ 重新书写历史ꎬ 在公共空间利用他们的族裔象征符号

(地名、 英雄、 神话、 纪念碑等)ꎬ 为强化国家认同提供纽带ꎮ 中亚国家认为这

种历史寻根是有意义的ꎬ 因为在社会空间中ꎬ 当代行动者们要采取某些立场和某

些论断ꎬ 历史首先是一种需要被动用的资源ꎮ 这种对往昔共享的形成可以适时充

当凝聚民族的粘合剂ꎮ 而且ꎬ 在历史发展的 “必然性之链” 中ꎬ 传统居于这一

“链” 的源头ꎬ 它在事实上形成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的重要维度ꎮ 同时ꎬ 它也是社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ａｎｉｓｈ Ｊｈａ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ꎬ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 Ｎ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ꎬ Ｄｅｌｈ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７ ｐ ２０５

Ｓａｌｌｙ 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ꎬ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ｕｌａ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ꎻ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５４

Ｓｕｒａｔ Ａｊｄａｒｏｖａꎬ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ｄｖｅｎｔ ｏｒ ｗｈａ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ｕｒｋｍｅｎｉｓｔａｎ ｕｎｄｅｒ Ｒｕｈｎａｍａ?ꎬ ｈｔｔｐ: / / ｅｎｅｗｓ
ｆｅｒｇａ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ｃｉｄ ＝ ６ꎬ ２００９ － １２ － ３０

金晓平: «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的政治、 经济与外交»ꎬ 载 «东欧中亚研究» １９９５ 年 ２ 期ꎮ
Ｍ Ｈｏｌｔ Ｒｕｆｆｉｎꎬ Ｄａｎｉｅｌ Ｃ Ｗａｕｇｈ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Ｓｅａｔ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１７３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７４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ｔｌａｎｄꎬ Ｏｒｂｉｓ ４９ ｎｏ ２ Ｓｐｒ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１２５０ － １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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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结构的一个向度①ꎮ 创建传统需要克里斯玛 (Ｃｈａｒｉｓｍａ) 事件和人物ꎬ 围绕象

征符号的克里斯玛创建有助于政治社会化的有效实施ꎮ 这就需要一个虚构的黄金

时代②ꎮ 所有民族主义运动都存在着对过去某种境况的依恋③ꎮ 传统既属于象征

建构或象征客体化领域的一部分ꎬ 同时它们又是人类行动的必要组成部分ꎬ 从而

属于将行动纳入社会结构的那些制度安排ꎮ
对于象征符号ꎬ 社会则会有两种层面的反应: 第一是认知的层面ꎬ 其涉及的

是象征符号所传达的信息ꎻ 第二是感情的层面ꎬ 其牵涉到政治象征符号所能引起

的强烈感觉ꎮ 因此ꎬ 中亚国家都试图利用族裔象征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能ꎬ 进行

国家建构ꎮ 具体而言ꎬ 中亚国家的公共空间政治主要表现为:
第一ꎬ 为公共空间重新命名ꎮ 中亚国家通过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命名ꎬ 强化新

的国家身份ꎮ 公共空间名称的改变意味着对历史的追忆与再发现ꎬ 或者意味着现

实的权力转化ꎮ 命名成为文化权力的象征ꎬ 进而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ꎬ 同时也成

为合法性的象征ꎮ 因此ꎬ 在中亚国家ꎬ 命名的权力可以确立某一群体的地位和特

权ꎮ 中亚发生一场运动ꎬ 要求 “回归” 历史性名称或传统名称ꎬ 并要求根据

“真正含义” 在语言上 “修正” 用俄语的音译法ꎮ
哈萨克斯坦: 使用本土名称取代俄罗斯和原苏联名称已经成为恢复传统的一

种重要方式ꎮ 许多地区、 城市、 街道、 广场ꎬ 甚至帝俄期间建立的定居点都被重

新命名或计划被重新命名ꎬ 从而成为后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国家建构民族化趋势

的典范ꎮ 历史人物ꎬ 如古代科学家阿里法拉比 (Ａｌ Ｆａｒａｂｉ)、 哈萨克斯坦诗人

阿拜 (Ａｂａｙ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Ｑｕｎａｎｂａｙｕｌｉ) 等著名历史人物已出现在哈萨克斯坦城市街道

中ꎮ 最为典型的是 ２０１９ 年将首都阿斯塔纳更名为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

耶夫的名字 “努尔苏丹”ꎬ 以纪念纳扎尔巴耶夫一手打造首都的历史壮举ꎮ 此

外ꎬ 第二任总统托卡耶夫还提议全国各州首府中央大街应命名为努尔苏丹纳扎

尔巴耶夫④ꎮ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后ꎬ 为了彰显主体民族的主体性ꎬ 苏联时

期使用的城市和街道名称大多都被用吉尔吉斯语重新命名ꎬ 或者直接恢复历史上

５７

①
②
③
④

〔美〕 Ｅ 希尔斯著ꎬ 傅铿、 吕乐译: «论传统»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ꎬ 译序ꎬ 第 ２ 页ꎮ
同上ꎬ 第 ８３ 页ꎮ
同上ꎬ 第 ２８０ 页ꎮ
«哈萨克斯坦代任总统就任后第一件事: 向他致敬ꎬ 首都改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 ２０１９＿０３＿２０＿４９４３９２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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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的名称ꎮ 如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ꎬ 其最早是 １８２５ 年浩罕国建立的一

个要塞ꎮ １９２６ 年为纪念诞生于该市的苏联军事家伏龙芝而改名为伏龙芝市ꎮ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５ 日伏龙芝被改回现名ꎮ 还有比什凯克市所在的楚河州ꎬ 原先名为伏

龙芝州ꎬ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改称楚河州ꎻ 比什凯克市斯大林大街改名为玛纳斯大街ꎻ
列宁纪念馆改称吉尔吉斯民族博物馆ꎻ 吉尔吉斯国立大学改成以吉尔吉斯历史名

人朱素普巴拉萨昆的名字命名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民族国立大学ꎻ 列宁广场被改

为阿拉套广场 (Ａｌａ － Ｔｏｏ Ｓｑｕａｒｅ) 等ꎮ 另外ꎬ 吉尔吉斯斯坦的街道也改为吉尔吉

斯语ꎮ 大街是 “ｐｒｏｓｐｅｋｔｉｓｉ” (俄语称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ꎬ 林荫大道是 “ｂｕｌｖａｒｙ” (俄
语称 “ｂｕｌｖａｒ”)ꎬ 广场是 “ａｙａｎｔｙ” (俄语称 “ｐｌｏｓｈｃｈａｄ”)ꎮ

塔吉克斯坦: 重新命名在全国以各种形式发生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列宁广场被改名为自由

广场ꎮ 塔吉克斯坦第二大城市列宁纳巴德 (Ｌｅｎｉｎａｂａｄ) 改回 “苦盏 (Ｋｈｕｊａｎｄ)”ꎮ 而

其所在的州也更名为索格特州 (Ｓｕｇｈｄ)ꎮ 与在高加索地区推广布尔什维主义的格鲁吉

亚人同名的 “Ｏｒｄｊｏｎｉｋｄｚｅａｂａｄ” (杜尚别以东 ２５ 公里) 被更名为 “Ｋｏｆａｒｎｉｋｈｏｎ”ꎮ
“Ｕｒａ － Ｔｙｕｂｅ” 改名为 “Ｉｓｔａｒａｖｓｈａｎ”ꎬ “Ｋｏｍｓｏｍｏｌｂａｄ” 改为 “Ｄａｒｂａｎｄ”ꎮ 至于山

区的更名ꎬ 比较典型的是: “Ｐｉｋ Ｋｏｍｍｕｎｉｚｍａ” (共产主义峰) 改为 “Ｋｏｈ － ｉ －
Ｓａｍａｎｉ” (索莫尼峰)ꎻ “Ｐｉｋ Ｌｅｎｉｎ” (列宁峰) 改为 “Ｋｏｈ － ｌ － Ｉｓｔｉｑｌａｌ” (即独立

峰ꎬ 但人们还是更多地称之为 “列宁峰”)ꎻ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ｅａｋ” (革命峰) 改为

“Ｋｏｈ － ｉ － Ａｂｕ Ａｌｉ Ｉｂｎ Ｓｉｎｏ” (伊本西拉峰)ꎮ 杜尚别街道的路标也均以塔吉克语

书写ꎬ 如 ｋｕｃｈａｉ (街)、 ｋｈｉｙｅｂｏｎｉ (路) 和 ｍａｙｄｏｎｉ (广场)ꎮ 此外ꎬ 塔吉克斯坦

还兴起更改姓名风潮ꎬ 认为放弃塔吉克姓名就是放弃塔吉克身份认同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拉赫蒙诺夫 ( Ｒａｈｍｏｎｏｖ) 率先放弃其姓名中俄罗斯化的结尾 “ｏｖ”ꎬ 改成拉赫蒙

(Ｒａｈｍｏｎ)ꎬ 从其姓名上表示疏远苏俄的遗产ꎬ 而且听起来更像塔吉克人ꎮ 在此

之后ꎬ 许多政府成员也更改了自己的姓氏ꎮ 恢复具有民族特点的姓氏在杜尚别受

到人们的欢迎ꎮ 不过ꎬ 有不少普通的塔吉克斯坦人却想恢复以 “оｖ” 和 “ еｖ”
结尾的姓氏ꎮ 普通塔吉克斯坦人这样做的出发点是实用主义ꎮ 那些在俄罗斯打工

的塔吉克斯坦人如果使用俄罗斯化的姓氏ꎬ 他们找工作和与执法机关的人打交道

时就更方便一些ꎮ
土库曼斯坦: 尼亚佐夫执政期间ꎬ 以尼亚佐夫为标志的公共空间再命名横扫

土库曼斯坦ꎮ 无数的街道、 广场、 清真寺、 工厂、 农场ꎬ 也包括整个城市ꎬ 都以

尼亚佐夫命名ꎮ 他还给每个星期的每一天和每一年的每一个月重新命名 (一月以

他自己命名ꎬ 而四月以他母亲命名)ꎮ 一月份叫 “土库曼巴希月”ꎻ ２ 月份称为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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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达赫” 月 (既是尼亚佐夫的生日ꎬ 也是国旗日)ꎻ ４ 月是 “古尔班苏丹” 月ꎬ
以尼亚佐夫母亲命名ꎻ ９ 月是 “鲁赫纳玛” (尼亚佐夫的著作名) 月ꎬ 等等ꎮ 此

外ꎬ 还有纪念马赫图姆库里 (土库曼民族英雄、 诗人) 的月份ꎮ 不过ꎬ 尼亚佐

夫去世后ꎬ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ꎬ 土库曼政府扩大会议上提出ꎬ 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开

始ꎬ 恢复国际通行的格利高里历法、 四季称谓和星期制①ꎮ
乌兹别克斯坦: 将 “ｔｈｅ Ｌｅｎｉ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 (列宁站) 重新命名为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ｑｕａｒｅ” (独立广场站)ꎬ “Ｋｏｍｓｏｍｏｌ” (共产主义青年组织) 站则改为 “Ｙａｓｈｌｉｋ”
(乌兹别克语 “青年”) 站等②ꎮ

第二ꎬ 通过公共空间中的纪念碑刻与雕塑等造型艺术强化国家的主体性ꎮ 这

类造型艺术具有象征性ꎬ 而且由于使用相对永久性的材料ꎬ 成为官方政治表达的

一个理想方式ꎮ 它们的功能不仅是为了纪念ꎬ 同时也可以辐射权力、 使现任政权

合法化ꎮ 它们的意义在于必须让创造者和观赏者要有足够的社会文本理解其意

义ꎮ 这类造型艺术在物理上占据场所ꎬ 设计与选址经常被政治化ꎬ 而且能够发挥

引起想象的功能ꎬ 最终成为政治化的艺术③ꎮ 雕塑与纪念碑等物表面上实际用途

有限ꎬ 但实际上它们是由它们自身所包含的人类精神和心灵建构而成ꎮ 鉴赏者与

创作者之间是解释关系ꎮ 在创作它们时ꎬ 作者的意图就是要人们对它进行解释ꎬ
要他们理解构成它们的象征符号群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④ꎮ 纪念建筑从一开

始就是人们为了让后代牢记过去而设计的ꎬ 纪念建筑往往也的确成为独立存在的

传统ꎬ 为纪念当代人而建造纪念碑则是为将来创造一个传统⑤ꎮ
这是一种 “许可” 历史符号 (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⑥ꎮ 根据上述逻

辑ꎬ 政治正确的历史版本也包括对每个共和国和每个主体民族而言政治正确的历

史英雄和象征符号ꎮ 即使在苏联解体之后ꎬ 政治上 “许可” 使用历史英雄作为

某些族裔群体象征符号的模式仍然存在⑦ꎮ 这是一种 “虚假的知识客观主义

(ｆａｌｓｅ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ｓｍ)”ꎮ 客观历史只是一种社会建构ꎬ 建构历史的主体是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土库曼三个月清除遍布城乡前总统塑像»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ꎮ
Ｒｉｃｏ Ｉｓａａｃｓ ＆Ａｂｅｌ Ｐｏｌｅｓｅ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ａｎｄ “ ｒｅ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

ｉｎ ｐｏｓｔ － Ｓｏｖｉｅ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４３ꎬ ２０１５ －
Ｉｓｓｕｅ ３: ｐｐ ３７１ － ３８２

张友国: «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视域中的公共空间政治»ꎬ 第 ６１ 页ꎮ
〔美〕 Ｅ 希尔斯: «论传统»ꎬ 第 １０６ 页ꎮ
同上ꎬ 第 ９９ 页ꎮ
Ｉｉｍｕｒ Ｄａｄａｂａｅｖ: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Ｐｏｓｔ － Ｓｏｖｉｅ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ꎻ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ｅｇ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２３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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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于特定世界的主体①ꎮ 这是 “因为认同政治在于将现在固定在可行的过去”ꎬ
“历史是现在对过去的铭刻”②ꎮ 如果追根溯源ꎬ 正是苏联当局最初引入这种允许

使用某些历史遗产并限制使用其他某些历史遗产的模式ꎮ 诸如此类象征符号的变

迁和操控最为典型的表征之一就是为纪念某些事件和人物而建造的公共空间ꎮ
就中亚五国而言ꎬ 以公共空间建筑为表征的公共空间政治亦非常突出ꎮ
哈萨克斯坦: 共和国广场 (Ｒｅｓｐｕｂｌｉｋａ Ａｌａｎｇｈｙ) 中央是雄伟的独立纪念碑ꎮ

该纪念碑是由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倡议并支持在 １９９９ 年修建的ꎮ 碑高 ２８ 米ꎬ 顶

部为高 ６ 米的立于有翼雪豹之上的金武士 (Ａｌｔｙｎ Ａｄａｍ)③ꎮ 雕塑取材于哈萨克斯

坦历史ꎬ 象征着哈萨克土地上坚强的国家政权ꎮ 广场上还建有作家阿拜的大型雕

像ꎮ 阿斯塔纳则有一座 ９７ 米高的巴伊杰列克 (Ｂａｙｔｅｒｅｋ) 纪念碑ꎬ 这是一座白色

的塔楼ꎬ 顶端有一个金色的大球ꎮ 巴伊杰列克代表一个神鸟萨姆鲁克 (Ｓａｍｒｕｋ)
与金蛋的哈萨克族传说ꎮ 金蛋里装载着人类欲望和幸福的秘密ꎮ 金蛋里还有许多

象征符号ꎬ 里面有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掌印ꎬ 总统宫后面是高高的金字塔: 玻璃

和钢结构的和平与和谐宫④ꎮ 这一切代表着哈萨克斯坦国家的独立、 历史、 统一

与和谐ꎮ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 －英国科技大学门前一座小公园里的列宁雕像独立

后也被一座纪念当地战斗英雄曼舒克马梅托娃和阿莉亚莫尔达古洛娃的塑像

所代替⑤ꎮ 这些则代表着哈萨克斯坦自由与民主的政治文化ꎮ 另外ꎬ 哈萨克斯坦

最为典型的具有国家建构意义的公共纪念物当推位于纳扎尔巴耶夫公园ꎬ 为纪念

国家独立 ２０ 周年而设计、 名为 “哈萨克斯坦” 的雕塑组合ꎮ 雕塑组合由两部分

组成: 正面是用青铜制作的总统塑像ꎮ 背面是金雕的两个翅膀形状的花岗石纪念

碑ꎬ 表现的是两个城市———阿斯塔纳和阿拉木图ꎮ 此外ꎬ 雕塑组合的大背景上还

有一些民族装饰图案和用镀金字母拼写的总统语录ꎮ 雕塑组合揭幕仪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１１ 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公园举行ꎮ 这种雕塑组合及其揭幕仪式成为

哈萨克斯坦独立的一种象征ꎬ 潜在地向所有哈萨克斯坦国民展示这个国家过去和

未来之间的联系ꎬ 从而起着潜移默化的国家统一构设作用ꎮ 哈萨克斯坦以这种方

式使用纪念碑ꎬ 能够在民族主义性质的 “城市建设” 过程中解开不同参与者之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美〕 乔纳森弗里德曼著ꎬ 郭建如译: «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１７７ 页ꎮ

同上ꎬ 第 ２１６ 页ꎮ
〔澳大利亚〕 托尼惠勒著ꎬ 闵楠、 张欣然译: «中亚»ꎬ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１１５ 页ꎮ
同上ꎬ 第 １５４ 页ꎮ
同上ꎬ 第 １１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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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权力关系并将微观政治与宏观民族建构政策联系在一起①ꎮ
吉尔吉斯斯坦: 政府一直高调宣传吉尔吉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玛纳斯ꎮ 玛纳

斯村是吉尔吉斯专门庆祝玛纳斯史诗 １０００ 周年而修建的一组建筑群的统称ꎬ 是

按想象中玛纳斯时代吉尔吉斯人城堡的样式修建的ꎮ 建筑设计别致ꎬ 将现代建筑

艺术与吉民族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如鹰、 山羊等融合在一起②ꎮ 吉尔吉斯斯

坦阿拉套广场 (Ａｌａ － Ｔｏｏ Ｓｑｕａｒｅ) 则屹立着吉国的象征: 玛纳斯的骑马铜像

(Ｓｔａｔｕｅ ｏｆ Ｍａｎａｓ)ꎮ 现在玛纳斯像的位置ꎬ 当年竖立的是一座列宁挥着右手的铜

像ꎮ 阿拉套广场原叫列宁广场ꎬ 列宁雕像在 ２００４ 年被移到国家历史博物馆后面ꎬ
一座 “自由女神” (Ｅｒｋｉｎｄｉｋ) 像取而代之ꎮ 这尊 “自由女神” 像背有双翅ꎬ 手

里高擎着的不是火炬ꎬ 而是一轮金色太阳ꎮ 但自从列宁雕像换成 “自由女神”
像后ꎬ 伴随着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两次动荡ꎬ 同时由于面临南北分裂的危险ꎬ 许多

吉尔吉斯人将其视为被诅咒的雕像ꎬ 而非自由的象征③ꎮ 于是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ꎬ 吉尔

吉斯斯坦政府决定用人民作家艾特玛托夫和吉民族英雄玛纳斯的雕像代替 “自由

女神像”ꎬ 以求得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ꎮ 艾特玛托夫雕像以及玛纳斯雕像都被视

为国际主义和团结的象征④ꎮ
乌兹别克斯坦: 为推进国家建构ꎬ 进行历史重建和重新解释ꎬ 采取一系列以

造型艺术为核心的公共空间政治策略ꎮ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ꎬ 其一为国家形象

帖木儿 (Ａｍｉｒ Ｔｅｍｕｒꎬ １３３６ ~ １４０５)⑤ 的塑造ꎮ 对于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而言ꎬ
基于潜在的人格崇拜ꎬ 帖木儿的历史遗产有利于统一民族内外形象的塑造: 首

先ꎬ 帖木儿的出生地 (沙赫里萨布兹) 和统治中心 (撒马尔罕) 均在乌兹别克

斯坦境内ꎬ 至今仍有建筑实物遗留ꎻ 其次ꎬ 帖木儿及其统治阶层群体的语言、 族

裔和宗教信仰与当代乌兹别克斯坦主体民族基本吻合ꎻ 再次ꎬ 帖木儿及其后裔中

的杰出人物在政治、 经济、 文化甚至科学等多个领域有闻名欧亚的成就ꎮ 因此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乌当局尝试以帖木儿及其后裔为中心重塑国家的历史叙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ｉｃｏ Ｉｓａａｃｓ ＆Ａｂｅｌ Ｐｏｌｅｓｅ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ａｎｄ “ ｒｅ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
ｉｎ ｐｏｓｔ － Ｓｏｖｉｅ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Ｖｏｌｕｍｅ ４３ꎬ ２０１５ －
Ｉｓｓｕｅ ３: ｐｐ ３７１ － ３８２

«吉尔吉斯坦的名胜古迹»ꎬ ｈｔｔｐ: / / ｍ ｙｉｑｉｆｅｉ ｃｏｍ / ｉ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３９８９３ ｈｔｍｌ
ｈｔｔｐｓ: / / ｙｏｕ ｃｔｒｉｐ ｃｏｍ / ｔｒａｖｅｌｓ / ｂｉｓｈｋｅｋ２１４０６ / ２４６２２３８ ｈｔｍｌ
«吉作家雕像取代 “自由女神像”»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ｊｉ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１ / ０９０６ / １６９８６４ ｓｈｔｍｌ
帖木儿是 １４ ~ １５ 世纪初 (对应中国历史的元末明初时期) 中亚和西亚地区的著名征服者ꎮ 帖木

儿出生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萨布兹附近的巴剌鲁斯 (Ｂａｒｌａｓ) 部落封地ꎬ 因其遍及欧亚大陆西部各地
的军事征服行动ꎬ 声名远播欧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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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和内外形象ꎮ 沙赫里萨布兹、 撒马尔罕和塔什干三城分别树立帖木儿站姿像、
坐姿像和骑马像ꎬ 意在表现其出生、 统治和征战ꎮ 首都塔什干的帖木儿骑马像尤

为雄壮ꎮ 以骑马像为中心ꎬ 政府在首都建设了帖木儿公园 ( Ａｍｉｒ Ｔｅｍｕｒ
ｘｉｙｏｂｏｎｉ)ꎮ 位于撒马尔罕和沙赫里萨布兹的两座雕像同样位于市中心ꎮ 三座雕像

反复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各类国家形象宣传片和旅行纪录片中ꎮ 由此ꎬ 帖木儿成

为当代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元素ꎬ 其相关的故事成为当代乌兹别克

斯坦公民共同分享和传承的文化基因中的一部分①ꎮ
其二是 “广场” 空间纪念碑的变迁ꎮ 在乌兹别克斯坦ꎬ “广场” 已成为 “许

可” 符号的试验场ꎬ 为不同的英雄设立纪念碑ꎮ 广场的建设始于帝俄总督米哈伊

尔切尔尼亚耶夫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Ｇｒｉｇｏｒｙｅｖｉｃｈ Ｃｈｅｒｎｙａｅｖ)ꎬ 名为 “康斯坦丁广场” (为
纪念第一任总督康斯坦丁考夫曼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Ｐｅｔｒｏｖｉｃｈ Ｋａｕｆｍａｎꎬ １８１８ ~ １８８２ꎬ
外号白沙皇〕ꎬ 于 １８６７ ~ １８８１ 年建立)ꎮ 这是一个富有俄罗斯和欧洲传统风格的

广场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广场是俄罗斯在这个城市和地区的存在象征ꎮ １９１３ 年ꎬ
为进一步象征俄罗斯的统治地位ꎬ 考夫曼的纪念碑竖立在广场中央ꎮ 这是将这一

空间用于为官方 “许可” 的政治和历史领袖建造纪念碑的悠久传统的开始ꎮ １９１７
年俄罗斯革命后ꎬ 考夫曼的纪念碑被摧毁ꎬ 在纪念碑的石头山墙上竖立一个红色

的标志ꎬ 作为革命的象征ꎮ １９１９ 年ꎬ 该地又竖立一个以锤子和镰刀为特色的纪

念碑ꎬ 以进一步强调革命主题ꎮ １９２７ 年ꎬ 使用俄语和乌兹别克语 (阿拉伯字母)
将 “１０ 月———世界革命的潮汐标志” 标注在纪念碑上ꎮ １９３０ 年ꎬ 以列宁为主题

的宣传作品取代前述标志和纪念碑ꎮ 随后数年之内ꎬ 在其位置又竖立起一座大炮

的纪念碑ꎮ 这再次象征着革命成就的力量ꎮ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末ꎬ 大炮纪念碑为斯

大林纪念碑所取代ꎮ 然而伴随着苏共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厉批评ꎬ 斯大林的雕

像随之又被一组宪法纪念碑代替ꎬ １９６８ 年又代之以马克思纪念碑ꎮ 乌兹别克斯

坦独立后ꎬ 该处树立国家之父 (Ａｍｉｒ Ｔｅｍｕｒ) 的纪念碑ꎬ 再次象征着国家的转

变ꎮ 广场的名称也从康斯坦丁广场、 革命广场ꎬ 改到现在的帖木儿广场②ꎮ
除上述两个典型国家建构策略外ꎬ 为增强乌兹别克斯坦国民对国家的情感ꎬ

乌兹别克斯坦还采取一系列其他公共空间政治策略: 在纳沃依公园 (Ｎａｖｏｉ Ｐ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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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乌兹别克斯坦新当选的文化英雄阿里舍尔纳沃伊修建纪念碑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 ｔｏ
Ａｌｉｓｈｅｒ Ｎａｖｏｉ)ꎻ 拆除位于首都塔什干国防部大楼前广场上的苏军烈士纪念碑ꎬ 代

之以 “向祖国宣誓” 纪念碑ꎻ 在独立广场修建 “哭泣的母亲” 纪念碑 (Ｃｒｙｉｎｇ
Ｍｏｔｈｅｒ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ꎬ 纪念在 “二战” 中牺牲的 ４０ 万名乌兹别克士兵ꎻ 等等ꎮ

土库曼斯坦: 为塑造土库曼斯坦认同ꎬ 土库曼斯坦建有土库曼斯坦独立纪念

碑、 土库曼宪法纪念碑以及塞尔柱王朝的苏丹雕像ꎮ 土库曼斯坦独立纪念碑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建成ꎮ 底部呈半球面ꎬ 形似土库曼毡房ꎮ 塔尖是半月和五颗星星ꎬ
寓意五个土库曼部落的统一ꎮ 同时ꎬ 作为一个中立国家ꎬ 作为一个有着独特一元

氛围的国家ꎬ 尼亚佐夫统治期间ꎬ 全国各地都竖立着被尊称为 “土库曼巴什”
的尼亚佐夫总统雕像ꎮ 但尼亚佐夫去世后ꎬ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 土库曼政府开始逐

步消除尼亚佐夫在公共空间中的痕迹ꎮ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ꎬ 土库曼政府还作出决

议ꎬ 将遍布城乡的尼亚佐夫塑像和纪念碑在 ３ 个月内清除完毕ꎮ 在清除尼亚佐夫

时代建起的纪念 “独立” “永久中立” “尼亚佐夫纪念碑” 等建筑物的同时ꎬ 土

库曼政府则新建高达 １８５ 米的宪法纪念碑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开放)ꎮ 该纪念碑

位于首都的阿尔恰比尔大街ꎬ 中间部分五个地毯图案总长度为 ９１ 米ꎬ 四个方向

都是一样的地毯图案ꎮ 碑顶尖部分是镶金的 ５ 颗星图案ꎮ 下面三层底座以阿古兹

汉的传说中的星星 (星星是他的象征) 形象ꎮ 碑身上面 ５ 个地毯图案分别代表土

库曼斯坦 ５ 个州①ꎮ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ꎬ 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的第一座雕

像也在阿什哈巴德落成ꎬ 名为 “阿尔卡达格”ꎬ 意为 “庇佑者” “靠山”②ꎮ
针对土库曼斯坦国家建构中的公共空间政治特点ꎬ 阿贝尔波雷泽 (Ａｂｅｌ

Ｐｏｌｅｓｅ) 和斯拉沃米尔霍拉克 (Ｓｌａｖｏｍｉｒ Ｈｏｒáｋ) 曾使用人格崇拜的概念ꎬ 探索

土库曼斯坦的国家建构和认同形成如何与巩固后苏联时期总统的权力 (尼亚佐夫

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 有内在联系ꎮ 通过分析对两位总统的个人崇拜之间的重叠

和差异ꎬ 他们证明国家建设是权力建设 “意想不到的效果”ꎮ 两位总统被神化的

副产物就是二者成为土库曼民族认同的标志ꎮ 因此ꎬ 土库曼斯坦的人格崇拜被用

于构建关于 “国家身份” 的官方叙事ꎮ 总统个体象征化的同时ꎬ “民族” 发生

“非民族化”ꎮ 就土库曼斯坦而言ꎬ 这不仅包括与土库曼和其他种族身份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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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族裔化ꎬ 而且还包括对次族裔 (部落和宗族) 身份的贬低①ꎮ
塔吉克斯坦: 为增进塔吉克斯坦认同ꎬ 杜尚别最引人注目的纪念碑莫过于伊

斯玛仪索莫尼像 (Ｉｓｍｏｉｌｉ Ｓｏｍｏｎｉ)ꎮ 该塑像占据自由广场 (Ｍａｙｄａｎｉ Ａｚａｄｉ) 的

中心位置ꎬ 替代原先放在同一位置的一尊比较小的列宁像ꎮ 建造于 １９９９ 年的该

索莫尼雕像ꎬ 高度超过 ２５ 米ꎬ 其背后金晃晃的拱门ꎬ 拱门顶上是纯金皇冠ꎮ 索

莫尼是放弃琐罗亚斯德教ꎬ 皈依伊斯兰教的 １０ 世纪萨曼王朝的创始人ꎬ 塔吉克

族也自此形成ꎮ 后世尊称他为 “塔吉克民族之父”ꎮ 在莫索尼雕像的身后近 ５００
米处ꎬ 则是独立纪念碑ꎮ 广场的另一头ꎬ 有高耸的独立国徽ꎬ 以白色为主ꎬ 配上

金色ꎮ 杜尚别还建有著名波斯诗人鲁达基 (Ｒｕｄａｋｉ) 的雕像ꎬ 用于塑造塔吉克斯

坦认同中的波斯元素ꎮ
中亚国家上述对公共空间的工具化措施是多民族国家统一构设的重要环节ꎮ

作为一种观念和现实ꎬ 中亚国家的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生产与再生

产ꎮ 中亚国家的公共空间政治试图通过具有历史意义与时间性的记忆ꎬ 复制与摹

写传统ꎬ 让遗迹或者纪念物不断以静默的方式重复讲述附着在它们之上的信息ꎬ
以期塑造安德森所谓 “想象的共同体”②ꎮ

结　 语

中亚国家独立后ꎬ 为实现国家建构和塑造政治合法性ꎬ 国家的象征、 历史、
遗产以及英雄都变得非常重要ꎮ 这同时也被视为避免政治合法性危机的一种方

式ꎮ 许多 “集体记忆” 并不仅仅是对过去事实的再现ꎬ 而是在新的社会情境下ꎬ
对过去 “集体记忆” 的重构ꎮ 所以ꎬ 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都是开放性的ꎬ 随着

政治、 社会、 文化情境的变迁而演化ꎮ
中亚各国对公共空间的重新命名和使用造型艺术的方式ꎬ 属于隐性的国家建

构策略ꎮ 这种公共空间政治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传统的灌输式政治社会化手段ꎬ 增

加一个全新的政治社会化场域ꎬ 通过公共空间的直观意义直接冲击国民的政治心

理ꎬ 发挥公共空间 “润物细无声” 的渗透功能ꎬ 具有一定的塑造国家认同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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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ꎮ 正如卢梭所说的ꎬ 要把每个个体变成整体中的一部分ꎬ 关键在于 “改变人们

的思想以便加强他们的力量”①ꎮ 人有一种追求 “绝对整体” 的倾向ꎬ 想 “在人

自身之中抓住一ꎬ 又抓住万有”②ꎮ 因此ꎬ 中亚国家才有可能有意识地使用剧场

模式整合公民ꎬ 确保他们对所在国家的认同ꎮ
中亚各国本质上都希望建设民族化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ꎮ “民族化国家”

是一个种族—文化 (ｅｔｈｎｏ －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术语ꎮ 在这类国家ꎬ 主体民族试图以牺牲少

数族裔群体的认同为代价ꎬ 在国家、 机构、 象征符号以及实践等多个层面加强和

促进主体民族认同ꎬ 或至少是尝试将其他少数族裔群体融入主体民族的制度、 符

号及话语叙事ꎮ 而这些制度、 符号及话语叙事则主要用于进行自上而下的国家建

构ꎬ 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③ꎮ 但鉴于各自国内多民族多宗教的现状ꎬ 中亚各国不

得不在多和一之间寻求妥协ꎬ 中亚各国虽然在各方压力下ꎬ 在 “主体民族化”
的方向上进行让步和微调ꎬ 但各国还是继续采取隐性的国家建构策略ꎬ 从公共空

间象征物各个层面暗中强化主体民族的核心地位ꎮ
无论中亚国家采取何种国家建构政策ꎬ 其意图都在于试图使民族区域和治理

单元的边界相一致ꎮ 但是就中亚国家而言ꎬ 实现国家建构并非朝夕之间就能够解

决的问题ꎮ 由于公共空间政治涉及到传统的调用、 权力的支配以及认同的塑造ꎬ
又可以对冲中亚国家遭遇的合法性与认同危机ꎬ 因此ꎬ 中亚国家在国家建构进程

中ꎬ 需要在引导 “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转型为契约型 “国族” (ｓｔａ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
的建构过程中ꎬ 在 “族裔国家” 与 “公民国家” 之间尝试一个平衡与妥协机制ꎮ

(责任编辑　 张昊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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