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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门研究过去人类社会生活和活动（经济、政治、文化等）

的科学，由于 20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里人们对生态问题愈发重视，

历史也逐渐关注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保护自然、应对

灾害和污染或采取预防措施、资源开发和发展对环境影响的观点一直是

推动环境史发展的主要主题（英国环境史的直译）。它研究过去社会和

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将非人类因素融入历史，

并有助于解构西方长期以来将“理性”、“社会和文化”与“自然”分离

的传统。  

1.   融入“时代氛围”的环境史 

与某些人类科学的特定学科不同，环境史并没有真正的“奠基人”。

它是地理学家、生态学家和其他对陆地环境进化感兴趣的研究人员所采

用的一种交叉方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通常同意强调两个创始领

域。  

首先，传统的政治史对伟大战争和王权更为敏感，与地理学同时代

诞生的是年鉴学派，它由马克·布洛赫和卢西恩·费弗尔于 1929 年创立



的，该学派主张对于历史的回顾。这种潮流体现在弗尔南多·布劳德尔

身上，他在 20 世纪中叶，创作了一部关于 16 世纪地中海的重要作品。

法国的这种特殊性，往往与学术教育中历史和地理的邻近性有关，与生

态问题无关，“环境”一词本身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被使用。长期以

来，受经济和社会研究方法的影响，研究侧重于社会群体（工人、资产

阶级、农民等）的历史，而没有真正研究生产活动演变的环境后果，如

19 世纪的工业化。一些人试图写一个“没有人”的故事，即自然现象本

身，比如已经被讨论过的气候变化，但却没有得到广泛接受。20 世纪 60

年代，为了解释价格曲线和形势分析，埃马纽埃尔·勒罗伊·拉迪里

（Emmanuel Le Roy Ladurie）开始对朗格多克（Languedoc）乡村的天气

评级感兴趣。“正是农业史引导我经历了对气候史从迟钝向正常的过渡”

他在他创始著作《1000 年以来气候的诞生》一经问世就解释道。渐渐地，

使用计算机处理统计序列以及他与气象学家的合作使他的工作赢得了

国际声誉。最近，人被重新认定为研究对象，有时作为气候灾害的受害

者，有时作为改造环境的参与者或改造气候的工程思考者。这一最新发

展说明了为历史实践者所熟知的一种现象：历史是时代的产物，在实践

历史的时候，社会会向历史提出问题。  

 

 

 

图 1 所示. 托斯卡纳的景观，2011. [来源：©Stéphane Frioux] 

 



第二个主要的灵感来源是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环境史，彼时

学者们开始关注自然环境的污染或退化。美国历史学家试图将这个自工

业化开始发展起来的国家的自然保护实践史记录下来，使其变成一个保

护自然的神话。该研究的重点是与野生区域保护相关的思考或实践，但

其他研究从城市历史和技术的角度突出了 19 世纪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

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企业环境维度的考察主要在欧洲兴起 [1]。总

的来说，从北方到南方有一个大致的梯度，北方的环境史是更早趋于多

样化的，并且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得到了制度上的承认，而南方在该领域

的研究人员则相对较少；这也与英语的发展趋势相重叠，地中海地区的

英语比斯堪的纳维亚和日耳曼欧洲的发展程度低 [2]。  

让我们加入第三种方式，即在需要合作的领域使用互补的方法，以

了解过去，社会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古植物学的发展，关于花粉和木

炭痕迹的研究以及一般的环境分析技术，使人们有可能填补书面文献的

空白，并成为原始历史、古代甚至中世纪时期的重要里程碑。就最近一

段时期而言，航空摄影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的使用为研究 20 世纪下半

叶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做出的重要贡献。  

从现在开始，该领域的研究覆盖范围非常广泛，它汇集了来自不同

学科背景（历史地理、生态学、生物学等，而不仅仅是历史）的研究人

员。让我们记住，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将社会（行动、经历、管理等）置

于前沿，而对于环境科学来说，社会是环境变化的解释因素，但动植物

生物多样性或气候现象才是研究的主要焦点。  

本文的其余部分旨在介绍一些最活跃的领域及其最重要的结果。  

2.   人与环境 



 

图 2. 利木赞的森林恢复景观，2004. [来源：©Stéphane Frioux] 

 

环境史的主要领域首先与传统的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环境类型相交

叉。第一个被特定研究小组研究的环境是森林环境。20 世纪 80 年代初

成立的法国森林史研究小组立即将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森林学家和管

理人员聚集在一起。从木材的使用历史（直到 19 世纪，冶金学一直使

用木材）到媒体报道或灾难性事件的处理，这些方法都有很大不同，其

中 1999 年的风暴是法国领土上最新的表现之一。  

从历史的角度研究社会科学的第二个领域是湿地。自现代 [3]开始，

湿地排水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就一直被强调。在成为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的生态行动主阵地之前，这些地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

的规划状态和重大空间变化（比如朗格多克）的背景下，曾是许多排水

和蚊虫控制行动的主题。  

 
图 3. “在欧佛佩尔特，由于化学工厂排放的有毒气体，牲畜在放牧中死亡”（林堡）。20



世纪初的明信片。[资料来源：比利时王国一般档案，矿业行政，第三辑，536] 

 

第三种主要的环境类型也是动态史学的主题：城市环境。这可以通

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  

通过集中调查改善城市环境的过程，特别是人口增长和 19 世纪工

业化带来的深刻变革之后。自然与绿色空间的问题，如废弃物净化或水

净化的技术设备，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4]。  

或者从另一个相反的角度，把重点放在污染者和 18 世纪末化学革

命产生的新生产活动的后果上。同时，人们也把注意力放到改变城市消

费垃圾的状态上，  这些残留物曾经是整个回收行业的资源，后来变成

了无用的“废物”，直到最近在可持续发展的口号下，甚至“循环经济”

[5]的推动下，这个问题才不再被提起。  

以一种互补的方式，我们引入了由美国生态学家尤金·欧达姆提出

的“城市新陈代谢”概念，以跨学科的视角进行研究。该方法考虑了城

市的进出流量，从水和建筑材料（木材）到动植物材料、食物和粪便中

的氮元素。  

20 世纪下半叶的城市现象，例如城市蔓延和半城市化，也必须作为

一个历史研究的主题来思考它们对环境的影响。为了满足居民区居民的

生活方式，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已经被混凝土化、“推土机化”，同时

进行了防水处理。经过植物检疫产品处理的庭院式草坪取代了森林、草

地和小型湿地，它们有时甚至靠近城市中心 [6]。大城市的扩张不再是西

方国家特有的现象：1990 年，德里的城市面积是 1900 年的 13 倍；北京

的城市面积仅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翻了一番。  



 

图 4. 半城市化，多重环境影响。[来源：©市政档案馆] 

 

环境风险的研究是另一个知识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基于历史档案

的实证方法强调，风险本身并不存在，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根据参与

者和目的不同，环境风险从科学方法的评估到媒体或更广泛的文化表征

表现出不同。讽刺的是，人们对过去的社会环境管理条件一无所知，或

者在面对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灾害时，人们只是听天由命 [7]。村庄

遗址的历史地理位置表明，人们是如何设法从活动不规律的河床或山区

中的雪崩走廊搬离的。城市和穿越其中的河流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相

当大的变化，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美学和娱乐的观点得到了提

升，在此之前，经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大规模开发，要求水生环境提供

实用和经济功能（工业港口，堤防，甚至护城）[8]。至于受地震或火山

爆发等灾害影响的城市遗址，虽然有些已经被废弃，但仍然保留了特定

时期的历史证据（庞贝古城等），其他一些已经被重建，重建重点关注的

是经济状况和挑战。西西里岛的墨西拿就是一个例子，1908 年，那里的

港口利益优先，导致了使用钢筋混凝土进行重建，绘制了新的街道地图，

但这也诱发了在不健康的临时城市居住的住房质量问题 [9]。  

许多环境史的研究显然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比如环境史的创

始人之一唐纳德·沃斯特关于美国中西部资本主义农业后果的研究 [10]。

最近，许多研究人员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发展的视角 [11]，研究权

力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河流和大江经历了一次大

的修整。企业（尤其是工程师）首先试图“驯化”它们，以开发它们的

能源潜力或它们所代表的运输价值。直到最近才出现了一种更加生态学



的方法，寻求恢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环境并保护生物多样性 [12]。这些

由基础设施引起的发展和环境改变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政治意愿——

例如，在确认一个国家或地区满足其电力需求的能力方面——并可能成

为区域或国际自豪感的来源。  

3.   文化和政治 

环境史与其说是历史的一个分支学科，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它考

察物理现象（植物生长、水流、能量交换、气候变化）以及社会、文

化和政治变化。因此，它可以渗透到不同的历史方法中，从乡村历史

到政治历史，包括感知和表征的历史。这让我们关注在英国维多利亚

时代帮助将环境意识提上议程的演员 [13]，以及关于自然保护的各种作

品或演讲  （例如，从画家到垂钓者）。这标志着与古典时代的受控性

质的决裂（“法式”花园，凡尔赛宫的主要作品）。一些社会群体曾

经参与不光彩的活动，例如殖民，通过殖民他们接触到不同的社会和

环境，他们的目标是贪婪剥削，但有时他们也高度意识到帝国主义列

强的经济欲望使自然退化。博物学家组成了第一批自然保护者，当某

些物种消失时，他们敲响了警钟 [14]。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们，如

1948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的创始人之一罗杰·海姆（Roger 

Heim），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对“自然退化”发出了警告。  

 

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更新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理解“68 年代”（通

常认为，在 1962 年至 1981 年之间的法国）的生态发生了什么，这包括

社会和政治价值的巨大变化和妇女权利方面的创新，同时也考虑到年轻

人，放松中央权力的控制等等。像勒内·杜蒙特（René Dumont）这样的

农学家，从战后殖民时期对生产力的探索转向对发展文化的谴责，就体

现了这种转变，尽管他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出生于 1904 年）。在乔

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去世后，杜蒙特被第一批环保运动选

中，在 1974 年初的总统选举中传递他们的信息，这并不属于“68 年代”。  

环境问题以前仅限于特殊的自然空间和工业污染，现在通过谴责合

成农药污染的著名书籍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

天》于 1963 年被翻译成法语，它的序言由罗杰·海姆撰写），或者人口



增长、自然资源消费和资本货物生产的影响。这些风险包括汽车，也包

括与石油运输相关的风险，如石油泄漏（1967 年的托利峡谷， 1978 年

的阿莫科加的斯）。  

 

 

图 5. 1971 年春，作为动员反对第二精炼厂行动的一部分，激进分子的海报。[来源：Rhône

部门档案，297 J 461] 

 

城市现象是一个悖论：如果城市以其新奇的生活方式吸引年轻人，

配备舒适的新房子，有热水和中央供暖设备，比有人居住的农场更宽敞，

那么它也会被谴责为一种疏离和污染的环境 --这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

从卢梭到启蒙时代，再到上世纪 70 年代的散文家（菲利普·圣马克，

《自然社会化》，1971 年），  包括从杰斐逊到梭罗的美国思想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工会成员开始发展“生存环境”的概念，缩小工

厂与其环境之间的差距，这一概念自工业化开始就建立起来，目的是不

妨碍企业的发展。换句话说，公司内部发生的事情，即危险产品可能被

处理的地方，不再与员工的家人和朋友居住的社区分开。有时，工会成

员会透露一些敏感信息，比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 CFDT，一些激进分子

反对整个 [15]核电站。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保护山区、沿海地区和城市周边地区的自然环境，

并反思对污染和滋扰的必要管理，这导致了西方世界各个地方都成立了

负责环境的部门。法国自 1971 年 1 月的经验是自 1975 年以来第一位投

资组合持有人详细反馈的主题 [16]。然而，当局的行动并不是一致的，



许多地方正在迅速行动。负责环境事务的行政当局的人力和财政资源仍

然有限。而这些动员的关键时刻和地点是众所周知的，如 1970 年 4 月

美国的第一个地球日，70 年代中期的拉扎克集会，或反核抗议及其早期

的跨国活动（费森海姆 1971 年、克雷斯·马尔维尔 1976 年至 1977 年），

这是一个有待研究的万花筒。一些行动者长期参与政治生态，而另一些

行动者则更多地在个案基础上参与保护当地的生活环境 [17]。  

4.   一些开创性的前沿和原创方法 

在 19 世纪初研究人员提出的新问题中，让我们强调三个可以证明

的主题，一方面，以关注环境利益的方式来重新审视社会的历史，另一

方面，向非人类实体（植物、动物）展开调查。毫无疑问，关于全球变

化 [18]、其命名和分期的争论将很快产生具有历史性的新著作。  

4.1   正义/非正义和环境不平等 

这种方法起源于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非裔美国人社区发起调

查，记录他们面临的歧视。事实上，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在以“有色人

种”为主的社区附近，污染设施所占比例最高。在过去 15 年左右的时

间里，环境正义的主题逐渐于欧洲出现。它因其社会和城市地理特质而

备受赞誉 [19]。历史研究使重建决策过程成为可能，以检测是否真的有

一个机会，在贫困地区找出产生滋扰的设施。或者，富人拥有离开受污

染影响的地区，迁移到其他地方的经济能力，这是否导致了相关设施居

民的社会同质化。佛兰芒历史学家蒂姆·索恩斯（Tim Soens）也使用了

这种分析网格来讨论中世纪荷兰对人们在风暴和洪水中的不平等保护

[20]。全球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后果，例如抵御风暴或热岛效

应的能力不平等，将刺激这一领域的工作。  

4.2   性别 

环境史和性别历史的交叉点是一代法国历史学家正在进行的一个

非常新的项目 [21]。作为第一批研究对象的自然保护先驱大多是男性，

比如加州的约翰·缪尔和林业界的吉福德·平肖。生态保护的女性维度，

通过延伸女性“家庭守护者”的古老角色，已不容忽视。我们现在知道，

自 20 世纪初以来，美国妇女组织一直致力于“保护”森林和水域，以



求联邦或更多地方采取相关措施。他们帮助约翰·缪尔（ John Muir）反

对旧金山附近的赫奇赫奇河谷（Hetch Hetchy Valley）大坝项目，但没

有成功。在城市里，由中产阶级女性领导的其他公民俱乐部也开始开展

游说活动以改善环境，比如监测被认为污染太严重的工厂烟囱。在法国，

女性也参加了保护动物权利活动。环境史还更具体地关注造成污染和疾

病的女性活动（洗衣店、火柴厂工人）。  

4.3   动物 

动物一直是中世纪专家罗伯特·德洛特关于“动物园史”的一个自

古被尝试探索的主题 [22]，他在研究中发现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扮演

的经济和物质角色——例如，通过毛皮贸易。在盎格鲁 -撒克逊世界，在

对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骨骼遗骸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后，其他的研究方

法，如哈丽特·瑞特沃的研究，集中于人类和动物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

特别是在工业时代 [23]，这一方法格外突出。  

文化的发展当然正在进行中，如关于动物实验或屠宰条件的辩论，

以及出于自然主义和旅游目的对空间和物种的遗产利用。动物饲养的区

域和条件一直是研究的主要焦点，尤其是在工业时代在主要的首都诞生

的动物园周围。  

最近，制作“动物传记”的目标开始引起历史学家和出版商的注意，

就像保护鸟类或其他物种（如海狸）的历史一样 [24]。著名的历史时刻，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重新审视了这些陪伴人类的角色的兴趣 [25]。

狼袭击法国的悠久历史一直是让 -马克·莫里索（ Jean-Marc Moriceau）

进行的一项重大历史调查的主题，目的是将时间的深度引入到关于他重

返牧区活动的后果的争论中。埃里克·巴拉泰（Eric Baratay）希望能有

一个“从动物角度”讲述的故事，这涉及人造资源专家和动物行为学家

之间的对话，其中一些问题和方法能够丰富其他人的想法。因此，在关

于现代物种的知识中，古代拉丁作者的证词或中世纪的启示被重新评估。 

5.   要记住的信息 



环境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当代政治和社会问题，通常

利用对未来的预测来抵御某些威胁或恢复某些受人类生活方式影响的

生态系统。  

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环境也是围绕着人类的一切，是由社会塑

造的，也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  

自从“新石器时代革命”产生了农业和城市，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

系就有了悠久的历史，由于新一代历史学家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关注，这

一领域越来越为人所知。他们会交叉其他学科：就像空气没有边界一样，

环境也是一个跨学科的学科。  

自 19 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保护环境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层面的愿

望是众所周知的，并揭示出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未被广泛接受，同时代的

人意识到麻烦伴随他们产生。  

调查过去人们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衡量变化的复杂性和与

该领域的承诺或前景保持关键距离方面非常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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