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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成為包括魯迅研究、“五四"新文化研究內在的有關中國現代性問題

研究中難以繞開的話題，

然而，無論“新國學"運動還是“1表現代"言論，其對于“五四"的批

評、對現代性的質攘，對啟蒙之精英主義的清算卸掙不脫自身學術利益與

知識邏輯的局限，我以為，不見得是九十年代中國發展得極不平衡的文化

現實，而是捲土重來的世界范圍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福柯的知識一權力

的解構政治學、詹姆遜的“後馬克思主義"、方典未艾的投殖民主義文化

扯評等駁雜的當代西方理論為它們提供了價值保障和思想支援e “重估

現代性"的要求以現代性的尊嚴形象遭受嘲弄甚至褻囂的方式提出， 啟蒙

肘崇高內涵被揭示為居心巨側的權謀1 尤其是1 在一個現代性尚未有效地

建立的社會，消費社會的文化邏輯去Il巳實質性地消蝕其生命力一啟蒙

主義的組織原則，這一切促使人們思考，譬如說，“現代性危糧"的知

識、社會、文化依據問題 它在甚麼意義上可視為一種知識學的警告而

非現實的顛覆?宜估現代性"應基于甚麼立場:是歷史/現實的、知請訂社

會的、批判/建設的，還是現代/後現代式朝代更逸的?筆者無力全面回答

所謂“後啟蒙"或“後現代"的問題僅僅想就不斷遭受市場文化邏輯和文化

民族主義困擾的啟蒙的意義提出意見，回應當代思想對于啟蒙精神一當

然包括“五四"精神一的批評和質提?以期重建現代性.

紀法國啟蒙運動和十八、十九世紀德國古典哲學奠基，直到二「世紀八十年代

至今仍在發展中國家延績的漫長歷史時別;從性質上君，它指針對中世紀宗教神

學的思想解妝及主體性原則在知識、道德、審美領域的確立， 亦自I以啟蒙主義

為核心的文化合理性工程1 工業化和民主制度是主要的社會政治目標. 在我圈，

由建立現代貝族國家導致的啟蒙和救亡 E程是基木內容.另外，在筆者所觸及的

中國文獻中，“現代牲"一詞最早見于1918年1)1 (新青年〉第4券第1期乃周作

人對于英文“moclemity"的譯意‘在)可譯英國WBTrites (Wi::思妥夫斯奇之小說〉
中，作者認為較之狄更!析，陀氏小說有“非常明顯的現代性" “重估現代性"的口

號由中國的“後現代"言論提出，但筆者把八 i 年代啟蒙主義思潮對于“五四"的反

省和對T 口十年社會主義經驗及“文革"的批判視為其主要事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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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篇問題的背景與描述

“重佔現代性"的問題和實踐源于下列事件，八十年代末對于“五四"啟

蒙主義的反思和九十年代才蔚然成風的“後現代"理論的引進，前者植根于

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歷史及思想困境，後者不宮一次對于消費社會文

化邏輯衝擊現代性的理論呼應而多元化和中心離散的“後現代"召喚則使

文化民族主義的“新國學"運動成為塑造九十年代文化新精神、替代由“五

四"思想完成的啟蒙較事的某種現代性反動，

以1989年紀念“1i四"運動的各種形式的討論會為高潮的關于“五四"

思想的反思，基木圍繞林毓生提出的所謂“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暨“借思想

文化以解決問題"的“整體論"方法“在四"與“文革"的關系、“五四"啟蒙精

神的歷史異化等問題展開強化并深化“五四"民主和科學的現代性取向是

其主要特徵對于多數人來說，始于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八十年

代初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乃至後來蔚為大觀的主體性問題

討論，都不只是對于建國後十七年的獨特現代化路線的問單接績，更是對

于未完成的偉大的“于1 四"啟蒙計劃的追溯.盡管其思想氛圍大致由李澤厚

的“啟蒙 救亡"說、海外學人林毓生的“全盤性反傳統主義\杜維明的

“新儒學"言論等營造，社會文化病症的明朗同時也促進了問題表述的清

晰， 它對“五四"的各種思想形態諸如激進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

的審視具有了新的Wz:穫，這就是把如“學衡派"、“東方文化主義"(梁漱淇)

及四十年代的“新理學"等文化保守主義重新納入現代性的范疇，但在現代

性邏輯內反思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畢竟難以觸及“在四"思想的前提 現代

性何以成立與確立的途徑等根本，容易在更新與傳統的關係時陷于獨斷

和盲目 在這種意義上，“後現代"理論座標的設立不無其排證的積極作用

無論其作為一種文化資源和思想體係對于當代文化建設存在多少問題，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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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它展示了知識的另一種可能， 使我們在里示自身的同時能預及過去、

現在、將來三種“時態"的存在本質， 自覺啟蒙的限度.

與九十年代強調知識方法、思想現範的學術性反思不同，八十年代

“重估現代性"的實踐主要在歷要批刊的範圍內進行，屬于啟蒙傳人的自我

批判.我們知道，盡管始于文塾復興、成形于十七世紀末法國啟蒙主義的

現代性運動，基于從哥自尼和笛卡爾以來前“現代"自然科學和哲學站成果

難免在優越屆中顧盼往昔?但從文藝復興、法圈啟蒙運動、德國古典哲

學到尼采、馬克思，再到韋伯及法蘭克福學j辰，再到福柯、哈柏瑪斯、利

奧塔體的近四百年中，現代性的形成史也就是對它的質提史?或者換句話

說，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更新自己與既往時代的關係并形成自我意識正

是現代性的特徵之一， 其以“發展客觀科學、普遍化道德與法律以及自律

的藝征"為指歸p 通過人的理性控制不僅達到對自然的有效利用， 還企圖

“促進對世界、自我、道德、進步、機構的公正性甚至人類幸福的理解"3)

的現代性計劃正是經過不管質蜓的提純.中國酌現代性進程雖是被動的，

始T中西知識的交通和西方:炮艦背後資本擴張的合力作用，其自我更新

的意志仍強烈地表現在對現代民族國家的向往上一引進西方現代文化和

拉判阻撓這一進程的固有文化只是問題的兩個方面，就八一年代“重估現

代牲"視景中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而言 這場中國語言、價值、社會

和知識範式酌成功革命?無畏提供了中國現代性較成熟的思想資源1 其成

體系的啟蒙計劃不僅隱寓著近代以來國人對于現代性從“船堅炮利"的物

質文明到“商咕國會"的社會經濟改治制度，再到以“科學和民主"為代表的

現代思想文化觀念之層層深入的認識 而且體現了一種情醒的文化覺悟

對于自我的客觀認識，真正代表了中國文化對于現代性的主體回應.

其內舍的問題諸如“全盤性反傳統主義"的文化態度、權威主義的啟蒙精

3) ;t兩根. ~合拍瑪斯〈現代性﹒ 一個未完成的工程> ，引文見〈後朋代主義文化

民美學} (二E 岳) 11 、向水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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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抉擇乃至後來“文革"的非理生革命都植根于旨

在完成現代社會轉型和建立民族區家的問國現代性的獨特區程-在八十

年代的歷史反省中，古不 l阿Eξ: 思想想、刀量 j涯匡合而成的“E 凹

得至訊(強調，曾被各梧種一歷史力量“車裂"É\自的?激j進笠主義、 自日主義、 保守主義等

不同取向的共柱在超脫歷史恩怨的背景下被凸現了出來.其是其貝1] 隨時

過;境遷而隱入純知識的記錄只有傳統向現代的輯化及隨之而來的文化

主我認知習題為論者所特旦1. 重視 在一種普通具有的目的論的歷史觀和

世界觀的情照下，啟蒙訂劃典歷史實踐的矛盾、現代性的普通精神與中

國特性之間的問題?合乎邏輯地被理解為普通價值與特殊規則之間的對

抗，這種特殊1、生回去l 在于文化叉們在于歷史、因此現代性的確立就意味若

對于文化特性一至少是受制于時代的那部分特性 的揚棄已在不同的反

思者那里.中國特性具有 Ij，!泣的得點:社會制度、價值結構、知fliltEi系、

語言聲{何等等，進乎;函蓋牛間文化j'J所有方面.圍繞這令人頭痛的*~~特

性，人們自然7、王形形色色的改造方案，“在耳"啟蒙主義一尤其是以魯、j旦

和胡適分別代表的激進主義和巴日主義與四十主代中按期成形、光大于

去灣和新加坡經濟起飛時間的“新儒學"被奉為主體再造的不;可思想資

源，無論“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官方文件、“儒家資本主義"的參考樣

板，還是如“基督教文化救國論"(劉小楓)乃至“三百年東晃地說"(到曉波)

等極端言論， 其實都難以軍脫現代性建設中指棄特性和保存國粹的思想

拔河 好在啟蒙的邏輯與從“五凹"到“文革"SJ歷見教訓|終于取得某種統一

牲，使八卡年代的啟蒙思想掙脫“國粹j辰1日 μ面化派"的死結.對“五耳"以

來激進主義、自由主義、文化保守主義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綜合7 從“中時

西用"的歷史現實走向“由一艘中阿"4)的新現實一一種在技術理性指導下強

4) 李澤厚認為， hl!|1月位代文化的進早已四史求似本改變和〈 FTj血汗):.化 Hi年~0t iilí 紋，

文仍然7;72iHUHHJ統 r l' ,(f i十一命力的 f7月j! *jl~ 仗打後布， 1)HJff、 "J 能成功;泣不f
i亦布， 後 fmi 成為t~11 自li JL1月泣忱/泣Jiιiι1玟lU們l'們I可1今/天巳巳THj徘IJ戶持Ijl~止川州f訂I刊的「內甘γ6人'l比[

「的I心甘沛江而副祉lt:T府F內11 拉;垃E且[』昨品r叭3行， t扣州|叫l州1肛、jI缸I 立史2l;泄:'hill州j斗H 呵 1山以)可1可L扯d泣tJ企2r4j州叫f開;哩T叭「叫i村j川l口1'. 1有 JIT|JHfjill-就 j:~Jl~代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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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優先發展經濟并以此為基礎協調其他社會文化指標、進而確立中國價

值的權利的實用主義意識形單.

李澤厚的思想演變可視為這一轉向的一個縮影.作為當代最有影響

的思想家，他從八十年代初就高揖主體性哲學和美學以清軍“文革"古建主

義遺毒和呼喚人的解放;八十年代中期重入中國現代思想領域以反省肇

始于“五四"的中國現代性.立“啟蒙典故亡的二重變奏"來解釋啟蒙精神的

失落;八十年代俊期則專注于傳統思想的現代闡釋，對原始儒家、宋司司理

學、莊子和禪宗作出了富有創意的理解，直到參:眾所謂“儒家資本主義"經

驗為中國現代性道路聞出了“團體中用"的藥方.值得注意的台是，李澤厚是

主背著中國的現實問題去反省、中國的現代性傳統，并深入西方現代性的最

重要奠基者」康德思想和中國特性之源一中國古代思想中尋求答葉的，其知

識素養、問題意識、思想才能使(也無愧于入?年代中國現代性的杰出闡

釋者? 也使這一審慎的抉擇不同尋常. 我認為， 盡管把現代性問題置于

“體，前，模式內思考既不新鮮也無法指望中國特性有更好的待遇‘佢由于轉

化或融i置問題的直雜性.與其把這種轉向視為回歸傳統的保守舉動7 毋寧

說它在巨謂“體用"模式內舍的問題仍然未變，是一種扭著重全面現代化又

尋求民族歸屬感的特殊折衷方案事實上，九十年代的t會轉型正在證實

這一方案的可行:在思想二，呼喚現代化、思想解放和人前主體性的啟蒙

思想重心從人文領域轉向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領域，意識形態

化的“主義"已轉化為更多主待解決前“問題"所謂“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

題"的“整體論"途徑已經日漸遭受專業化、個人化的分離;在實踐上， 中國

的現代性基體漸漸與全球化詢資玄主義進程相一致，而包括經濟、改泊、

就是馬克思主義、它是社會存在的木體和本體意識 ......J有一 2月 '1 ::1: 1用就是說這個

由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現代化進程仍然必需通過結合中闊的質際(J1;tl二!也包括中間

傳統意識形態的實際)才能真正實現自這也就是以現代化為‘肥直;以民族化為呵"，

( <試談中闋的智慧) ，令|守國古代思想史論) ，人民出版社1986作J圾，第317-

318頁.J這可算“西體中用"的較早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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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內在的社會行為亦深刻地受制于資本的活動，在這一過程中，文化民

族主義的興起成為確立中國價值的權利的象徵.看來，時代己在夾纏不清

而又眾口難調的思想紛爭中自行作出了理I早

八十年代“重估現代性"的問題背景具有近代史的是富和複雜性，建

國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的教訓和記憶猶新的“文革"創痛及文化災難，不僅使

467I:四"啟蒙思想中的問題更加清晰和明朗， I盯日在有限文化選擇空間內進

一步促使人們向它認同，比立如口把“十七年"的F社士會主義經驗(一種第三世昇界-

的現代1性生7形位式)與封建主義的歷史 f傳專統并府一談 把“文革"不是視為相佈]單

的“與f傳專統丈化的斷裂"而是

型的“五凹"式思跆， 一種強調現代性的普遍本質的啟蒙定見. “重估現代

性"很大程度上被理解為世界文化和現代文明的普遍準則與民族特性的結

合， 或者在日白魯拘所說， “現代化的本質是揉合地方文化價值與世界文化的

普通標準"，5) 那麼較立“五四" 它關于“揉合"普遍準則與特殊佰值的現

代性本土化過程的思考則大大深入了-一方面 包括政治制度、經濟;組

織、歷史文化及主式社會主義內在的中國特性與科學、民主、法制等現

代價值之間仍存在著緊張; 另一方面， 由于所謂“儒家資本主義"的興起?

傳統思想與現代性之間不再勢不兩立， 其促生的可能反而得到過分關往

往八十年代後期，“重(出現代性"的歷史反思呈現的下特徵:中西文化或傳

統和現代之間的關係由簡單的“~i;[代"轉向切實的“轉化"或融摳，現代性中

共性和個性的矛盾被納入“體用"的結構中化解思想從原則性思考轉為技

術性操作規範......雖然飽受頭緒紛繁的“文化熱"的衝擊， 某種轉型的信息

仍意味深長地透露出來:作為資本主義文化先聲的八十年代對于啟蒙主

義的自我反思，在“重估一切價值"後耐心等待水落石出的結果.

九十年代的變化為人們始料未及，盡管通俗文化的帽起、市場文化

5) 白，mHU ﹒ {III間民 }j)~ 主義Gi!別代化} , {三 1--1 11 束。 1992行了總第9J間， 芥泓 11 1 文
大學 1:11關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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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點滴而不容置接地滲入以人文文化為資懦的社會價值體系可寬容地

看成八十年代啟蒙主義思潮的邏輯結果，其直接以“五四"以來建立的意識

形態和制度為價值敵手的指向仍使人們rl:t驚.就八十年代啟蒙主義而言，

其深入社會轉型實踐與表面價值的失落形成鮮明的反差.一方面，由它奠

定的改革的輿論基礎己成為一種強犬的轉型力量，典故治強權的價值結

盟和利益共識在某些層E上空之無辱于自己的使命 至少在有關經貿制

度、司法方面成功地完成了“與國際慣個接一軌"的理解和價值轉換;另一方

匠，其精英文化拍價值取向和理想主義姿態不僅受到金錢的質疑，而且受

到自身的逆于一“中國後現代主義"的挑戰.如果誼通俗文化的唱起意灰著一

現代化過程中市民空間的形成和精英文化的合理分流，其氣車、拘j甸的出

場雖足以眩人耳目去口無法撥動精英文化的根墓，那麼脫胎于八十年代極

端反傳統的虛無主義傾向的“後現代"言論從內部的質提卸令人擔心現代

性計劃的顛覆和啟蒙價值的炭jE. 我以為， JE與西方對發達資本主義或稱

吱工業社會等吋文化矛盾進行批倒、進而直接其根基 以啟蒙主義為中

心的文化合理性工程月F確立的現代性一的知識革命的“變現代思潮"不同，

不但沒有類似的對消費社會文化背題的質疑，反而充滿快樂的理論呼應，

盡管它那實用主義的理論武器五花八門，其實剝離其解構主義、後現代

主義、後馬克思主義、能殖民主義的標搓，倒是可以暴露其中國特色的

市場文化意識形藍的本質的它是一種兼具文化虛無主義和文化民革主

義的現代性特殊形態.

其“重估現代性"的基京前提是九十年代中國t會和文化轉型拘價值

無序、中心缺失、文化失範、欲望的無限生產等經驗， 對八十年代後期

出現的先鋒派文學和藝術的解讀，及西方“後現代"鏡子映照自台“牛國現代

性"的光怪幻象從“後現代"立場質疑現代生到確立文化民族主義的“中華

性"是它迄今所走的思想歷程 6) “重桔現代性"被呈現為-{I[“五四"至入一

6) 參見張法、張~.~武、 [-);1 (從“現代牲";rlj"cþ草性，守， <世紀之交的中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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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來同啟蒙主義建立的意識形態和思想制度遭遇市場文化邏輯或消

費社會的文化邏鶴衝擊後自行崩、潰的過程.在它看來，受商業邏輯支配的

通俗文化意昧著一個中性的、不受任何意識形態支配、自由狂歡的“後現

代"空間，在這里，欲望的主體替代了啟蒙主義的“理性主體"(笛卡爾、

康德、 Jf格雨)和質挂啟蒙精神的“意志主體"(叔本華、尼采)及批判資本

主義的“社會主體"(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以利潤為宗旨的文化藍業在

制造商品的同時也在制造蓋自己的消費者和意識形態， 并在與精英文化

的對峙中，逐漸把量的優勢轉化為質的優勢，促使注重政治實們的官方意

識形態與之合流，從而占按中閻當代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喪失社會和

文化價值闡釋權的啟蒙知識分子只能無可奈何地從中心走向過緣， 思考

被描繪為劣于感覺的反自然狀態 人們不再幻想用文化來投贖現代生活，

文化成為純粹個人的職業.娛樂和宣泄甚至成為此創造更合時宜的選擇

在這一欲望釋放的過程中，啟蒙的目標及其深入社會和文化問題的質現

方式被拋棄，建基于理性的現代知識不是與宗教、政治專制抗衡的合理

權威而成為一種文化霸權.......通過拋棄啟蒙思想確立的現代性言|劃及實

現方式?不僅不堆一重貫的社會、道德、歷史承擔被輕松地卸掉，“反權威、

反文化、反主體、反歷史"7)的取向還使它在“重佔現代性"之後走向虛無

的荒原.

不過，欲望的主體性不可能在文化廢墟上實現.在拒絕了擺平m是西方

話語的現代性目標和現代化方式之後 走向民族主義的第三世界立喝

確切地說， 應該是與一直自信而寂寞地堅守“國學"陣地的“國粹派"傳人

的思想合流 就成為一種必然.但較之它對于啟蒙主義思潮的批判，其價

值轉換的依按仍是不充分的.比如說，從“反權威、反文化、反主體、反

歷史"的“後現代"式虛無主義轉向仍屬現代性範疇的“新國學"和“新保守主

( ，!且、 fiUFE If侃)， 民 1 I月人L亡 iJ'， J:f'(!li 11994 ifè 1:'& 
7) 而jrLMlifimLf115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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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是否由T 自身邏輯的內在運動?在“j表現代"空間中，難道先前為之

雀躍歡呼的通俗文化與精英文化的對立現在就不再存在?要知道.強調

依靠民族文化資源而非外夾文化以完成多元共生時代的文化主體再造的

“新國學"運動，不僅幻想以傳統文化來拉拉現弋生活，還企圖使之成為

“二十一世紀"的主導文化，重返中心.扭然如此在肯定文化民族主義和

;扯到啟蒙主義之間，就應該給出奇人信服的理由.實際上，正是作為西方

“向後現代過渡寺期的文化致治"的後殖民主義拉們理論為它提供了價值

依按.後殖民主義文化批與l本屬當代西方文化內部對于“歐洲中心主義"一

一種占接世界中心的文化聶榷的自我意識 的質疑和批評，但在九十年

代的中國語境中，中國後現代主義者，去月直接把其對西方“文化殖民主義"

前批判改造成一種論證中間文化重返中心的民族主義話語 西方文化的

問題被直接等同于中國啟蒙主義的問題 啟蒙主義成為西方文化霸權控

告(世界的思想基礎，啟蒙知識分子再次被拍馬熟悉的“百方外來形態"的代

理人，地橡故治學與地緣文化學積混為一談.這確實反映了“後現代"言論

無能力理解和消化中國的問題?不能真正進入中國歷要的先天不足，其弱

點正如論者所指出的，“沒有一位中國的後殖民主義者採取邊緣立場對中

國的漢接中心主義進行分析，而按照後殖民主義的理論邏輯，這倒是題中

應有之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國後現代主義者刑用後現代理論對

西方中心主義進行批判論證的去p是中國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們所謂

中華性的建立"8)從“後現代"幻象到“新國學"圖景，其“重估現代牲"的歷

程自像是某種啟示錄又仿佛一幅誼刺聶.

“後現代"言論的貢獻在于對九十年代社會轉型時期各種文化矛盾、

紛繁的世相、價值變故等復雜現象的傳神記錯，對于先鋒派文學和藝術

的會心領悟和意義的闡發.以及歪打正著的對“五四"以來權威主義啟蒙方

式的修正，但當它試圖把“後現代"知識遠景和先鋒派的塾術烏托邦擴展為

8) 叮嚀:(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韓國《創作與評論} 1四4年秋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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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啟蒙主義思潮的歷史批判時，其“反權威、反文化、反主體、反歷史"

的價值取向去1]根本無法拉到與啟蒙主義對話的渠道和進入啟蒙主義的問

題，其“重 i古現代性"的解構實踐很大程度上是在描述社會和文化轉型現象

的同時間一種新的理論語言復述八十年代啟蒙主義的自我批判 7 只是立

場和觀點更加中立和懸浮，對中國現實和!從史的理解更加抽象7 對“文革"

之類民族災難的理解到了無關痛癢的程度.由于 6“6嘲盟理:于叫'1性|生主體"為J感且受性的

6“6欲望主體

媒幸莉和D 商業 j肢芷告中拼貼風格的絕妙事仿使其思:想哩呈現f而3一[幅1I帽]店耳泡 j沫末噩富的圓

景 他們欒于以命名來代替思考對不斷j桶兩現的新事物、新琨象的不閻斷「命

名幾乎是其命題延展的l唯唯司動力 7而甘1:隨造生隨i滅戚也就成1閃三某拉市命.其忠想

焉上去目{像身象;宣言或!院反告，又仿佛文化先鋒沙龍傳出的語聲叫i 暉，:蜀語的嘟

口車和對白的口呆雜響成-Ft? 在不斷的語 iiE重按中意義的製;圭和灌輸得以

完成在這個通貨膨脹和消費熱的時代J‘五四"式論戰的、獨自式的、導

師式的啟蒙作風和八十年代反省的、思辨的、批判的、演說式的、引經

接典的、反右的、注重溝通的思想風貌與時代的反美fE來慰鮮明地擴大，

或許只有它與走向“新國學"才能填補蒼白的思想空間?

F篇|口|咎;對于啟蒙的幾種質疑

倘若不僅把啟蒙視為發生于十八世紀西歐奠定現代性基礎的思想運

動，而且視為一種從西方向全球擴張之脫離傳統進入現代的思想的力，一

個不同地域文化難以避免的“西方化"過程那麼 像康體那樣把啟蒙解釋

為一個“通過運用自己的理性而獲致成熟性"9)的普遍教育和訓練計劃， 或

者泛指把人類從迷信、恐懼中解放出來和確立其主權的“最一般意義上的

9) }.去惚; (芥 f拉近f間間也。“fI→腔:j主眸宗j草動?弓， ()悟:J2 JI[I們二批判文集〉江í22f (， P< H 
t多印 JL:什|ιfl991{1. 1:&. 1) r ;c參門(J J t 他"草木Jf.可叫作有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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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思想"，lD) 乃至如“五世"時期中國現代性的奠基者普通具有的信念:脫

離蒙昧、走向文明的中西文化融湛的脫胎換骨過程，以及樹立民主、科

學、法治的權威的文化革命，現在看來?仍未能由盡其全部有容.啟蒙的

問題，正如福柯所言， “標示近代哲學沒有能力解決[且也沒有辦法擺脫的

一/國問題在探思之中進入了思想史"，11) 不論其發生于何時何地，亦木論

其答案立是與否，在其所思所行中難免特徵EE現代性自甘11 葛，現代性和反

現代性的對峙，其實很大程度三可視為，對于啟蒙問題的個性解答.

在九十年代中國思想中?追問啟蒙的意義可能是最嚴重的主題之一，

國外有關思想資源如韋伯、法蘭克福學派、福柯、後現代理論、投殖民

主義批制理論的引進被戲稱為最具顛覆性的“外資，可進項目.這些多來自

當代百方的思想展現了一幅過異于“五耳"思想先驅和八卡年代啟蒙主義

思潮的現代性“末日"圖景:韋伯通過揭示理性的分裂及工具理性與價值理

性之明難以通約和相互融對所造成的社會後果，批判了現代性的根本;霍

克海默和阿多諾則把法西斯納粹制度的起源追臨到啟蒙精神的自我摧毀，

在歷史領域反省哲學問題， fE啟蒙的辯證怯呈示為一個理性、主體制斬

神話化的過程，最終的結果是理性變為非理性、啟蒙走向蒙昧;福柯關于

知識與權力的解構政治學用來揭示啟蒙計劃背後的權力關係尤為適宜，

以“反現代"為宗旨的“改現代"理論(如利奧搭德)貝IJ從質接啟蒙故事入手質

握一切現代知識形式及其法則，現代性危機被明確為知識的合法性危機;

而激進的後殖民主義批判更直言啟蒙的文化侵略內舍，啟蒙計劃被邏輯

地理解為對西方文化霸權的確認j 啟蒙知識分子成為其文化控除的工具

和通道， 重建本土文化的價值和尊嚴則近乎必然的選擇. 在這一圖景中，

諸如理性、主體、知識、進步等觀念不再是啟蒙骰堂巍然聳立的柱石，

10) 參觀， M ﹒霞克海點、 T ﹒阿多詰合著《啟蒙辯證法) ，中譯本序，中慶出版社

凹的年版該譯木常有誤譯，并非佐本.

l1) M ﹒福柯〈論何詞啟蒙) ，中譯文見台北〈思想) ([1神經思想集刊1)，“幅柯"臺

灣慣譯為“傳柯"今從大陸通例改之，後而不再-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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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為現代化不良後果的原因頻頻受到拷問，啟蒙及其問題與現代性建

立以來“各種社會變化的成分、各型改治制度、各種知識形式、各種把知

識與行為加以理性化的計劃， 以及各種技術突變"12)的難題之間處于一種

夾纏不清的狀態，被撤去了界標和性石的現代性不再是具有誘惑性的知

識前景，而成為可資爭論的思想遺產.中國“後現代"言論和“新國學"運動

追問啟蒙的意義，其知識、社會、文化依據主要即由它所提供，這種對啟

蒙的質疑與中國現代性之間的糾葛可解析為四個問題，即理性 主體神

話的破誠、啟蒙設計中的知識 權力關係、文化等級與進步的觀念及交

流溝通與文化歸屬之間的悴論，分別關涉啟蒙的資源、方法、實踐、作

用等內容，有待我們圍繞這四個方面就啟蒙的意義作出神析

理性一主體神話的岐滅

我們知道，在知識、道德、美學、研史、自然等領域確立人的主體

性以對抗中世紀的神權統治和宗教迷信，是啟蒙思想的基本特徵之一，

而人的主體性又主要是指理性的主體性.理性不僅能恨自立權威，確立知

識、倫理、法律、科學等法則，提供人對抗上帝的資源和掌握自然的命

運7 而且能移掌握自身的命運，使人類昨史走向一個正義、自由、平等、

進步的和諧終端一“理性千年福祉王國"盡管這一過于樂觀的設計會一路

遭受質疑啟蒙精神的如尼采、克雨凱郭爾、施蒂納等魯魯、迅所謂“新神思宗

和背年j黑i吾羔~肘:汁牛格各雨 J派辰、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的兩由夾攻? 戰爭、女害、暴

政等天欠人禍血為啟蒙以來的服史作了相反的注釋， 但它“作為一種將真

理的進步與自由的朋史拉上直接關係的事業"，13) 其內舍的創造激情、人

道魅力和知識遠景仍能加間對自己的信仰 尤其當它從一件歐洲社會事

12) 參觀t):11l

13) 多iï6U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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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演變為一個“將整個人類都措入"的瘦雜歷史過程時，情況更是這樣在

“五四"版和八十年代版的中國現代性拷貝中，理性及基于理性的主體，無

援居于價值的中心可一切現代知識形式及其法則都被奉為思想和學術圭

泉，復雜的文化和社會轉型問題在“借思想文化解決問題"的整體論邏輯中

積組織成為一項嚴密的合主化工程.

j坦對啟蒙的批判置換為對理性 主體的質最‘中國當代思想最早援

引的是如尼采一類強調生命直覺、感性立場的非主性主義的意志主體性

理論，如八卡年代後期望Ij曉波和李澤厚的論爭，就具有尼采和康德的不同

思想背景，但由于t~'涉對象的不司，這類扯判雖能深入文化的根本，直面

人自身的問題，尤其是內部精神生活的問題，去口無法ìllλ主1; 關于社會和文

化合理性基礎的溝通和宣講實踐，僅僅從身心分裂的角度質援理性，把人

的物化設定為主體的死亡，并不具有誰服力，由于源各有自?其山、意志主

體性替代理性主體性的故f~現代文化的方案，實在是啟蒙的修正和補充

而非顛覆.理哇一主體的觀念從思想到具備真正的歷史內容，當然有輯于

啟蒙以來各種知識、社會、文化的實踐，它根植于它的程度，必將其具體

存在化為一種探刻的歷史詰間，而產生能移真正?啟動其根基的力量.我以

為，源自啟蒙司代理性主義傳統的馬克思、韋伯、法蘭克福學派等將主

體社會化的思想庶幾j丘之，尤其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以啟蒙的邏輯質問

啟蒙，以理性的力量捶揀理性，以對主體的信仰宣判主體的消亡，使啟蒙

自身的問題j輩無可逃，也使其對啟蒙意義的追問更加顯得嚴重.

聲稱“對現代性仍然探信不屁"14)的他們是從追琮納粹制度的精神緣

起進入對啟蒙的批判的，其思想和結論探刻地影響了八十年代末至九十

年代初中國反省現代性的言論.把納粹制度及各種極權形式、由科學工

具化所造成的技術與社會的脫離現象、思想商品化、蒙蔽理性之光前文

化工業等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病症作為啟蒙的結果?以考察“這種思想的

14) {啟蒙辯證法〉導言，第1 、 3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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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以及這種思想錯綜交織在其中的社會的具體的歷史形式、機制"，15)

令人感觸其可在的鋒芒'Ë被展示為一個啟蒙精神自我摧毀 理性成為

神話、主體淪為個體前過程.在他們君來?啟蒙最大的問題在于對一種使

人額統治自然的知識形式的追求.它帶來南方面的後果:一方面‘理性作

為“用主體的設想來解釋司然界 "16)前神話的解毒訓出現;另一方面可理性

又借助各種知識形式把三體的暴力施加到自然界身上， “以他們與行使權

力的表象的異化，換來了自己權力的增犬"，17) 成為一種新式神話. 科學

與對象的問係、啟蒙精神與事物的關係被類用于獨裁者典人們的關保

這樣，科學和邏輯的意義吉1;成了問題.尤為嚴重的是，這種統治形式還隨

人頓對自然的支配日益注入人頭社會 7 理J生的統一性和形式邏輯的闊的

在社會領域茁化為極權主義的恐怖 而啟蒙最士具性的形式 文化工業

的出現則帶東更大的問題目 1草縱J主術的權力(一種主哩哇方式)日子毒品商業

利益和意識形態讓步，扯量三產遠離其實的偽知識 偽文化產品，對它(們

的不斷消費導致JU可能力的喪失利陷入新的愚昧，理性的普通主體被分

割為無數互不相「、無(因性冶物化的個體，啟祟的精神淪為欺騙群眾、

操縱大眾意識、扼去2個性去Ll自由的當代資木主義的極權形式

啟蒙最終被自身的邏輯和機市l'所摧毀.理性呈現為非理性，主體指統

一生遭受分訊和宰制，零段;民醉片， “人類;木是進入到員王合乎人性的狀

況，而是墮落到一種新的野蠻狀盟" 1日) 這就是理性 主體神話破滅後的

現實.應該說，這種基于啟蒙邏輯的批判，及其注重思想與時史實踐、現

實狀況的因果關係的考察具有一種致命的力量，但如果!長義地把它也理

解為啟蒙思想的成果，啟蒙的特神就不能說完全被自己摧搓了惡必然被

摧毀，其貢獻和問題的尖銳性都來自將啟蒙的思想與實踐、崇高的動機

15) (，啟豪辯證法〉導言 USl 、 3rt

16) {，啟蒙的概念} . (縣安知誠心〉第4、 7頁.

17) -{啟宗的概念〉，〈);午宗判定以〉第4、 7頁，

18) (1詐蒙辯在ìl~} 梅止訂'n ， 3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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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最惡有的後果并置之“以吳貢因"的訣定論方法‘它把啟蒙的問題揭示得

深入市準確，去]有輯于把其最壞的實踐當成主部實踐拍誤認.在其意識

中，現代性的基礎、整{[<![西方文明的基礎與法西斯主義制度的基礎被

完全混同了，叫于啟蒙的邏輯及機制驅使自身從條條大路通向羅馬一一

種法西斯主義的故怡、社會和文化的必然性.其實，盡管納粹制度與啟蒙

精神不無某種聯系，可視其為啟蒙實踐中現代民族國家的-種形式，但畢

意還存在與啟蒙精神聯系更緊密、更符合啟蒙設計的其他故泊、社會和

文化形式固況E"L，既然啟蒙是現代文明的共!有基礎，納粹之為綱粹的原因

就不可能在于共性， 而必三豆到啟蒙思想以外的個性文化中尋找. 事實上‘

納粹的意識形態與啟蒙思想并不一致，倒是利用了質接啟蒙的如尼采一

頓的反理性的意志主體性理論及反動的種族主義、反猶主義等資源.霍

克海默和阿多諾在1969年再版(啟蒙辯證法〉時會含蓄地說他們當時

0940-1944年)未“非常進確地估計到向有秩序世界的過渡"啟蒙之“全面

協調一致的發展過程被打斷了，但并非斷絕了"，19) 默認耳語大了納粹精

神的普遍性其中所謂“有秩序世界"我理解就是接近于啟蒙精神的世界.

另外，納粹制度及其他極權制度的逐漸消亡也可皮證啟蒙精神并未自我

摧蹺， 而是處于自我完善、自我更新酌新陳代謝過程之中，20)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真正遺產并非對于啟蒙的辯證怯的揭示，而在

于對現代性的發達形單一當代資本主義的擻進jJ~判，尤其是對于工具化

前理性形式一技的文明在社會各個領域的制約機制及其束縛、分離主體

的趨向的分析，以及對于啟蒙實踐目的知識的生產不單是理性的意識而

19) (啟蒙辯證法》導言，第1 、 3頁

20) 國內外學界常有人把發生的兩次世界大哦，出現納粹制度和斯大林拉權模式肌

為現代性的失敗，如瑞士漠jW﹒昆〈神學 走自“後現代"之路} ( {按現代主義文
化與美學〉第164頁，王岳J 11 、Íï3]水j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認為“由于兩

次世界大戰，現代拘大直至少在法西斯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中已從根基七摧毀"

這種君法混淆了思想此必然叫:和歷史的“結局〈簡單地把歷史的直接等同于邏輯

的.值得fEJE



未完成此肌fj~n 141 

是現實的意識形態的發現 這些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人們後來對現代性問

題的認識，構成了六七卡年代興起的“後現代"理論的經典問題，并引發新

一輪對整個現代制度進行追間的需求， 像福柯針對西方知識思想史的批

判解構理論，就充滿j原信它和尼采這兩種不同思想路數的靈感.在福柯那

襄.類 ir~霍氏和阿禹那種對于主體、本質、整體性、規律等整套理性主

義傳統的信仰沒有了，相反去p質疑構成主體的規則和條件7 追尋隱伏于知

識生產過程中的權力關係，主體和真理(立于復雜的生產和意指關係之中，

植根于笛卡悶和康德的普通王龍之理性的運作早已讓位于對欲望、禁

令、懲罰等不同主瞳形式的探討， 法蘭克福式理性一主體神話的破前主題

經由阿爾部塞被(到置組織為對現代文明制度自古批判:圍繞所謂知識立

輯、權力之前、倫理之軸，福柯試圖通過反抗使個體壁而主體的權力形式

一現代國家 “通過反抗這種強加于我們正仁好接個世紀的個體性， ZKIE 
ET新封主體性形式的宜生 "2]) 福柯的主體一知識一權力理論無疑是把我們

導入“後現代"理論視野的最佳途徑也使啟翠的問題更富于研究的意吠

啟蒙設計中的知識權力闌係

盡管八十年1\':中國的啟蒙主義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仿佛在追求一種西

方業已實現的現代柱， 市福E副;柯可對于西方現 f代t文 1呀月制度的扯批t判與九 1-戶年{代\; cþ 

國的追隨者對于“7天三四"以夾至八十年f代℃建立的現代性基礎的挖掘仍然非

常不同? 其是異極類仁叫L且L福柯目己與所謂μ反思想2家灰

頓主體是由能指拍任意運作而構成的空洞願望這一非5曆譯史理論，把嚴肅

性fit底打入冷宮并主持每個人都應該毫不留情地進行冷嘲熱諷" 22) 牛國

21) 1~'liF] (主肥LHIH;力} , J已《 (Jj 例;lJi JJ 而I;ttr 守主干l|huffiJJ 于\) ~k ， H , L 位1) 日前的

!(HHIP 拉lt訪者，接俊持?主i均JUJjH:ltth斗公 lîJ1 992'FI跤，站277月司

22) 位前而札耐ih而i;叩:

站259f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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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追隨者是在把九十年代社會和文化轉型期的文化失範、價值無序、中

心缺失等走向資本主義的不適與西方理性一主體神話破誠後的“合法性"危

機混為一談的基礎上同福柯的思想進行體通的.他們把當代精英文化

地位的表落、主體與歷史的迷失及由此而來的“中心化"價值解體的文化

情境歸因于啟蒙地位一據于社會和文化中心的價值、符號系統的創造者

和闡釋者一的失落， 并把這一時刻描繪為“一個混亂如巴赫金意義上的文

化狂歡節"的:啟蒙的話語，“那些教化式的呼喊有如老式唱機發出的聲

音";而理性主義的姿態， 也因不合時宜成為“堂、吉訶德式的狂舞"不

過，其中一些比較認真的思考，則能移套用福柯的主體一知識一權力理

論y 揭示啟蒙設計中內舍的知識一權力關係， 把有關啟蒙的質提推向深入.

一般而言， 啟蒙的問題廣義地涉及三個方面﹒人、知識、社會， 福

柯的思想雖不是專對啟蒙而來但其問題卸深深植根于啟蒙以來的主體

性、知識、社會機構的實踐之中，甚至更遠戶)對于人的問題? 福柯重

在考察把人變成主體的不同客觀化方式， 把主體性拆解為處于生產、意

指和權力關係中的元素組合， 對于知識的問題， 福柯通過判明由知

識、權力、語言三方面因素合成的“話語形成"瓦解啟蒙以來在主體觀念

支配下的認知傳統，把真理的規範相對化、條件化;對于社會的問題，福

柯特別關注合理化實踐建立的機構與權力之間的關係，通過對監獄制度

及監控技術的歷史考察，理清了其中知識一機構一主體之間的制約關係，并

把它發展為對西方社會制度的質疑.對他而言，把個體化技術同整體化程

序結合于同一政治結構中的現代國家形式，無異于對社會的全景監控，其

中旺充滿科技進步和理性統治的內容，又意味著自由的失落和非人性的

恐怖 福柯曾把啟蒙理解為“就是修正意志、權威及理性運用之間的原有

23) 陳曉明〈“精英"與“大眾"殊途同歸的當代潮流} , {文藝研究) 1994年第1期.

24) 在〈主體與權力〉中，福柯曾寫道.“即使啟蒙運動在我們的歷史和政治技術的

發展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我仍覺得如果想耍弄清為什麼我們會掉入我們

自己的歷史的陷阱.我們還應考慮更遙遠的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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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25) 其對于整個現代文明制度的社判， 也可;視為對啟蒙的全面質蜓，

一種對發達的現代性之中合理化與權力之姐的關怯的拷問.

福柯之“知識的政體(régime du savoir)"的概念包含著藍富的意思對

于啟蒙而言，既然知識的意志就是皂性ffJ意志，那麼理性的統治必然表現

為合理化的進程 這一發生于人、知識和社會領域的合理化運動間繞某

種主體化形式而進行人的合理化是助人擺脫木成熟伏龍并“影響人性構

成因素的變遷-726)，知識的合理化是使之逼向真理的唯一途徑;社會的合

理化則必然走向現代民按國家一一種眶柯高度警戒的權力形式 為了理

順這 進程中意志、權j瓷、五性運用之間的原有關係， 康德在〈答f可謂

啟蒙〉中拍經典答說可謂旨在問立啟蒙內部之主體化控制的審慎而取苦

的剪刀.對于康德夾說人成為主體已囊括了關涉啟蒙的大部分問題在應

該運用理性jJ領域和時刻敢于運用坦性去求知;經由垣性的tl:吭一界定理

性運用自古合法性程序一確立各種權威:佳句多正確區分私人的理性運用不日

公共的理性運用的不同 Ef 作為社會個體和點為普遲主體的六同理性運

何方式. 消除了意志﹒權威和理性運用之間的失衡， 並建立起保設具比例

協調的機制，不僅意昧著主體化的完成和豆葉于成熟之境，而且是合理化的

完成和獲致自由的標志但福柯並不認為康德這一強調合理化進程和主

體化進程前統一的答案構成了啟蒙的充分描述，對他來說，它始終未能E

滴地解決 -{~R占題， 巴口“理性的運用如何獲致它所需要的公其形式， 以及

在f固體盡量謹慎服從的同時， 如何能在光天化日下發抑求知的勇氣" 27) 

福柯根朮不能相信存在一值超脫于各種私人去的的、中性的、不受權力

闇係牽制的“批判主體1甘知識源泉 不經過“總是依照一定程序受到控

制、挑選、組織和分配的"話語生產就能使理性獲致其公共形式， 即使在

25) 參觀HJ l)

26) 參聞從 11)

27) 參觀(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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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思想為客觀、公正、純粹的知識生產領域也是如此.因此，所謂“知

識的政體"可視為一個有別于啟蒙之理性知論論的知識政治學的分析領域，

其中能移洞穿啟蒙設計中的知識權力關係之也密的關鐘芷在于對知

識一權力闇係的重新認識.

福柯認為1 應該重新考察那種基于啟蒙原理的知識論7頁設， EH只有在

權力關係暫不發生作用的地方知識才能存在， 只有超越它的命令、要求

和利益知識才能發展其實知識抽生產過程同其他社會過程一樣充滿權

力的角逐，知識與權力的原係正好與之相反-

我們應該承認，權力生產知識(而巨，權力鼓勵知識誰不惶惶是

因為知識為權力服務， ld:力使用知識也iÜ7(只是因為知識有用);雖11

且Æ誼是直挂且主車速注墊，不柱怯地建構一種知識領戚此不司能扯了

權力關係，不i主設和建構權力陳係也就不會有任何知識 因此，對μ權

力知識關係"的分析不皓建立在←-個與權力闆係有關或無闊的某個

認識主體的基礎上，相反的，認識主體、認識對象以及認識模態肥該

視為權力一知識的這些基木含意及其歷史變化所度生的許多效果!

總之， 丕主盡益主監坦通監產生主盤查盟主彈力或反抗權力的知識

盟萃，相反的‘權力知識、貫穿權力一知識和構成權力-知識的發展

變化和矛盾間爭，決定了知識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領域 28)

對于啟蒙而言， “知識的政體“中知識一權力調係及其表現形式一主體

化進程和合理化進程同樣是統一的，但而自有j頓然承擔著發達現代性的後

果而來，經由法蘭克福學派若于“啟蒙的揖證"過程的演示，他已洞悉在發

達資本主義社會中主體性馮主具理性情損殆盡，人只能論為整個t會機

器的孤立的、物化的個體零件的現象，尤其是阿爾都塞把主體揭示為一

種意識形態賦于的“自我中心"的幻覺:“大寫主體(Sub.iect)的主觀意識、

28) 呵呵〈規訓;但哥、罰 臨獄的謹竺)毫輯位証圍苦公司1992年!跤，第26頁，劉

，It成、惕遠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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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恰恰是它被意識形態主宰的現實， gp小寫subject， 意為‘受支配或

被征服者'"，29) 便源遠流長的“主體化"和“合理化"命題的含意發生了倒輯:

“主體化"不再意指不成熟的個體脫離蒙昧成為獨立自主、不迷信權

威、獨特的主體， mn壘致自由的本質;“合理化"也不再被視為指涉人類幸

福、進步、秩序的中性拉術于段而是共同促成一種“使個體變成主體"或

“使個體屈從並處于隸屬地位的權力形式"戶)這種權力形式tit涉人、知

識、社會的統治，其核心在于融匯了一種源自基督教機構的權力技術

牧師權力 (pastoral power). 

這種權力技術也就是啟蒙的權力技術在幅柯眼中，以“拯救"為目

的、樂于為群體生活和理想獻身、關懷個體、包含一種良心的知識和指

導它的能力的“牧師權力"是現代一系列權力形式諸如國家、家庭權力、

醫學權力、精神病學權力、教育權力和雇何者權力等的原型? 它雖然是

一種歷史現象，但伴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發生，“這種幾個世紀(一千多

年來)一直 l司 a確定的宗教機構聯在一起的牧師型權力， 突然散插手iJ整個

社會機體，並獲得大量機構的支持大31) 這一歷史變革雖不能完全歸因于

啟蒙，但福柯對它稍作歸納後就提到康德的〈答何為啟蒙》一文顯然是

意味深長的. 就啟蒙內舍的目的能力、溝通關係、權力闊係即前述

意志、理性運用、權威立間的關係而論，康德並不特別強調其關涉啟蒙

者和啟蒙對象雙方的權力的運作，而是基于對溝通仲分 理性運用的公

共形式的純潔性的自信，側重目的能力(擺脫不成熟)和溝通實踐(理性交

流和不迷信權威)的完成. 但呈現為主體化和合理化進程的啟蒙旺無法IEE

29) )由于L (幅柯的HiHIlllEliit〉，〈;丘吉) 1994"'1三第5WJ

30) 兄〈 iiimliq權力} , ({\\q:爪超越主結拘 k義和 1月1釋1)1〉第272瓦 i]i{0f叭叭:d+~í~ i0í: 
F串“主膛"才司的志也 “通過控制!干11{衣服?從f(subject to)別人，和通過良知不11

昀 JUZZL史料于自己的個H. I'H ，Hi -;'i;-主支持 1; 芯J;;r 稀使他1帥Ji ll 從正i 處于站儡地{ij

的權力形式."i孟i;但然妥到 1;司 l南 f~P;史的;;防科.

31) 1吋 l三，前276 、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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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這種權力關係， 也木能任憑它對于目的能力和溝通關係的扭曲和集改

而沒有自覺.福柯清楚地區分了這一進程中目的能力、溝通關係和權力

闖係之間的糾結.就康德及一般啟蒙者所重的溝通關係而論，“溝通總是

某種作用T他人的方法.而意義要素的產生和流通無論是作為目的或作

為後果， 總會在權力範間內有所反映， 但後者不單單是前者的一個方

面" 32) 他認為，我們不能混淆權力關係、海通關係和目的的能力，雖然哈

柏瑪斯也曾區分支配、溝通和最終行動，但這並非意指存在三個不同領

域，即“一方面是有關事物、完善的技術、運作和轉化現實的領域，另一

方面是有關符證、溝通、相互性和意義產生的領域，最後是有關強制于

投之支配、不平等和一些人作用于另一些人的領域"33)而是意指三種不

同的關係:它們相互滲透、利用，並以此為于段達到某種目的;它們之間

並木存在一種總的均衡，而是隨時隨地變換或形成其合目的的相互關係

模式.像啟蒙及顛倒的教育權力，就相對注重“能力的調節、溝通的來源

和權力關係構成協調一致的系統"其能力一溝通←權力關保的設定侍從可

按照一定的需求而互相調節.正是在此基礎上，某種稱為管制或監控的紀

律被控史地建構起來.

由于權力的本質並非“共識的表現"而是管制和支配，在某種程度上，

它對于啟蒙一誠如利奧搭德所言，“按照理性的雙方可以達成一致意見這

一觀念來判斷，具有真理價值的陳述在陳述者和傾聽者之間導致共識的

規律便能移成立:這就是啟蒙敘事"34)一便天然地包含一種顛覆的力量，

尤其當它把知識內舍的權力也包括在內且不與其他權力進行區別時，便

必然陷入控制和解放的悸論.啟蒙~p反啟蒙，控制 ~p解放，受監管部自由

等等.我想關鍵仍然在于管制或監控的紀律的確立方式:是突出權力關

32) 同上，第276、 278頁

33) 同上，第276 、 278頁
34) 讓 4弗朗宗瓦. ;f1J奧塔德〈後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 , {後現代主義文化

與美學〉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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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溝通關係還是目的能力，是否顧及三者的均1商或協調，其結果是完全

木間的&主“知識的政體"或社會中.福才可所反抗的“主體性的屈從性"倘若

意指某種權力網絡的制約，或者知識的對象化，那麼tt對于主從開f系的 l~tJ

爭便注定是“無故府主義的"很難慨望積極的、建設性的成果.由于福柯

始終把自己作為在控史土受到啟蒙並為啟蒙所限的生命來分析，童在探

討所謂“必然事物在當代的眼制"(contemporarγlimits of the necessary) , 

對于啟蒙以來建立的知識論傳統的男一方面 同宗教權力施詰知識領域

的暴政的不懈反抗則難免會遭受忽說，當今或許只有仍時受“史前權力 "1謊

陸的第三世界能移感受啟蒙的知識論原則的生命力和連說性事實上.為

福柯所揭發的啟蒙拍缸識論基EZ同樣充滿對權力的對抗，結論強調理性

運用的公共形式之純潔，還是!真理意志的牛正光大，還是什Et客觀、獨

立、中立的種種說法，都是一種為拉伯i權力閱(失的扭曲以維護其話語意

志的努力.我們知道，存在各種各樣的知識真理、假設、信仰、故事..

現代科學和哲學會確立過形形色色的驗收標準 亦有人以科學和意識形

蔥、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形而上學、真偽命題區分等範疇分析這一知識

學的混沌和矛盾，康德關于科學、藝術、道德(宗教)的三分法是現代知識

的經典分萃，其不同類屬內舍的權力關係組對是不同的，像禧柯那樣把手可

學、偽科學、前科學、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科學統統視為相同的話語群，

顯然存在一些問題，其對知識一權力的話間已把問題逼到了絕境， 因為任

何知識都要與對象發生一種調係 êP通過對象化的方式達到對于對象的

控制，但它正確與否去[1具有完全不祠的“權力效果"只有正確的知識?會

產生正當而持久的權力.當然福柯并不期待一個不存在權力關係的領域

或社會，對他而言，揭示人、知識、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支配關係或權力結

構p 展現井激發自由意志不屈不撓的反抗，或許真是天賦于斯人的“旬在

于所有社會存在的永恆的&ì'台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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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級句進步的觀念

應該說對于啟蒙意義的追間，王論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排證法，

還是福柯關于知識一權力的解構改治學，還是本文稍稍提及的“後現代?理

論，也不管其對啟蒙理想的堅持程度如何?是否願意立足于重建的立場‘

其共同特i數是把啟蒙靚為發生于歐洲社會或文化的“內部"事件，其對啟蒙

邏輯句內在機制的做觀揭秘，縱然能移給非西方的啟蒙工程以啟迪，但也

難免忽略對他們而言或許更重要的文化更送句轉型的問題. 把啟蒙的問

題領域從時闇轉到空間， 把福柯式的批判從西方文化內部擴展為針對不

鬧地域文化之間的支配關系酌文化政治學的宏觀視野，涉及作為西方向

全球進行文化擴張的機制，一種全球化的“文化霸權"則如詹姆遜的第三

世界文化理論、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及其引發的“後殖民主義"文化批評

成為質提中西現代性歷史的利器.這些理論正是在反省“五四"及八十年代

啟蒙主義思潮的問題的背景下，在“重估現代性"的實踐中，被否|入九十年

代前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文化民族主義或所謂“新保守主義"的基本價

值源泉，與“新科學"運動殊途呵歸.

詹姆遜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論、賽義德的“東方主義"及期皮瓦克、霍

米、巴巴等“後殖民主義"文化批評之間雖背景各異瑚存在著千絲萬撞的

聯係，撒開時常若隱若現的馬克思、福柯、德里達等人的面影不談，其最

大的相同在于均代表一種西方文化內部自我反者其“西方中心主義"的說

代性擴張史的文化政治良知 其思路大致植根于二戰以來現代性的多極

發展一由民族覺醒和反植民主義運動導致的當代世界文化、政治的多元

化格局一的共識前提i'W類似列維﹒施特勞斯的著名報告〈種族句歷

史〉中的觀念: 強調文化的多元取向、各種意識形態和價值的共存; 認

識為不悶地域文化并主絕對一致的發展模式，任何價值和特性只有在一

定文化“內部"得到評價，都能以其{[Q'性賦予人額文明以多樣性自基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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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標志人額進步的共識，種伏于十九世紀以來現代性全球化發展的邏輯

一尤其是啟蒙的文化擴張棧制積揭示出來.它旺關系丟Ij }l著史地建構起來

的現代世界秩序，非cg'方文化、政治的正當發展問題，也包括西學東漸過

程中的不平等關係及生此而產生的嘯于東方的知識誤區.

在詹姆還特有自台“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現代化是伴隨著文化征服的

資本主義的世界化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主論非洲i原始或部落社會，還是

中固和印度的亞細亞方式，“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右作是人類學

所稱的獨立或自王的文化"，35) “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或稱現代性的

統治不但未能促成類似西方社會的成果，反而導致克蘭?西所謂“臣

屬"(subalternity)的出現，這種耐人尋味的意志狀態令人想起康德對于“不

成熟狀態"的經典描繪，“是指在專制的情況下必然從結得上發展的智力

EIZ下和順從遵守的習盾和晶質 尤其存在于受到殖民化酌經驗之中)) 36) 

為什麼源于啟蒙的現弋化進程會出現這種“從結構上發展的"必熬的夢味?

答案自然非在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文化政治學中.對于第一世界可第三

世界或現代性的發達狀態句發展狀態，“黑格爾對蚊隸主可奴隸的關保所

做的熟悉的分析仍然是區別兩種文化邏輯的最有效和戲劇化的分析\371

而第三世界的現代文化只有在“其第一世界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的主在JZJ

間之中"才能生存在展.奇怪的是， 詹姆遐繞開主體化和合理化的“西方

式"啟蒙方案而單純強調“民族主義"式的反抗 甚至連魯迅啟蒙主義性質

的文化生產即所謂“告中國‘文化，和‘文化特徵'的批判"也被扭曲為一種討

論“民族主義"的“夜雜方式"則表明其對第三世界有部推進現代性的多

35) 州. 1;'.仙過〈J羞于時間ff本 tlflW\'IT的第三W:界文I;1〉， 張求援1月'，〈iitiltlU品〉

1989年第6J開
36) 你﹒詹Mf;亟:1虹 f跨兩資本 ltLH主t\:rt' I'[甘泊 :， :C '}ì.丈母。 ~:1~京股沈紅:付\::'Ult扮

1989/'1三第6JtJJ

37ì 手 IJ ﹒信仰返回 Ci忌;]均是l瓷水 LJ:XILj{ \:;11'的指:三uu平之f?!》 ytitjJJ(歧lfit 〈1月?flJEA的

1989年 21J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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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If;z旬的簡單化理解和隔膜戶)我以為1 僅僅依靠所謂反抗“文化臣屬"

的“文化革命"句未能成為啟蒙工程的有機組織的單純“民按主義"的敗句，

并非解決非西方接進文化之發展問題的理想方法，反而易于陷入抱殘守

缺的境地，阻塞其學習、溝通和交流的途徑.

作為“後殖民主義"文化批評的基石和先聲，賽義德的“東方主義，似乎

有助于解決詹婿遜挂出的現代化過程中反而出現“從結構上發展"必然的

夢陳一無論Ql~它“文化巨屬"還是“后殖民性，一的問題.它試區通過反省西

方調于“東方"這一異己文化的知識傳統和認識迷誤，揭露隱蔽于其文

化、學術或機構背後拍權力闊係以及制的若現代世界的不平等殃序的“知

識的殖民體制"在他看來 “東方主義" 西方關于東方的一整套知識體

系其實是西方企圖控制東方的一種政治教義?它總是有嘉軒義地把自己

主體化，把非西方文化視為客體，進而建立一種主從關係.這樣在認識上

就會導致兩種結果:一方面，只有當非西方文化成為異己者哼，東方才會

成為其知識對象(姑旦不提它實屬充滿偏見、無知、優越想象的“東方神

話" ) ;另一方面，其自我賦于的“中心"位置把東方永久地道綠化了，東方

文化只能處于西方文化的宰制和抑制之間 即使是民族主義性質的文化

反抗也無助于這一地位的改變，因為從邏輯上講，原汁原昧的“本土性"反

倒只能加強其“中心"“主體"的幻覺.遺憾的是，由于資料所限，我尚未

君到賽義嘻、關于“東方主義"充當西方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支性的具體說

明‘但我想，其內舍的殖民化、壓抑句控制的攝制必然就是能移有效地阻

撓或破壞啟蒙主“立人"和“立園"的主體化和合理化的機制，只有這樣，才

能保詮西方即使在經濟上被趕上也不會喪失其“文化聶權"這襄涉及處于

同西方文化的不平等關係中非西方文化發展的悴論:只有建立“西化"的啟

蒙機制才能有效地抵制“殖民仕"促進本土文化的健康發展.

38) 筆者曾就詹氏對于魯、迅的理解寫過商辦性文字，可參觀〈經典的意義)，(答~，Hl，研

究月刊) 1994年第4期.



未完成的現代性 151 

這樣理解和闡釋叫乎有連賽義德的原意， {El卸凝聚著真正“東方"立

場的思想家如嚴復、位適、魯迅乃至八十年代中國啟蒙思想的痛苦經驗戶)

其中是否存在把西方價值普遍化的問題?是否意昧著對于西方知識強權

的“臣屬"?我想，假如人們其是明白任何價值和持性只挂在一定文化“內

部"得到評價， :EE者懂得文化或理論的主體性其實可隨六間的使用語單而

發生轉移的道理 40: 那麼這類皮帽的質明自然會消失自事實上，文化多元

論任然成為共誠可對于當代世界“後殖民主義"的病症，賽義德的醫療邏 1

只控導致“民族主義"j'l昀甘反 j抗克藥方. 也正基于11士，國內擁護言論在現了所謂

“西方主義"的新大陸，把從張立洞到李澤坪，從近代直到八寸年代末的整

/令中國現代性進程統統歸在“西方主義"名下來考察或者指其為“中國的

學何表在西方強勢文明衝擊下主生 1 日I 來的一種浮躁的、盲目的、非

39) 關于魯迅的問 jJ文化取 l~iJ fliH主義?告別的的小|圳俠之間的緊張 M是jjzfffTi位于去

人f信吾ι訂，1惦長的議;論街駐; ι 也r計1 f丘1 ， rr阱門叫L可叫11時l吋主剖f代巳\~I的rη旬 i ←閻夫炸划[1識分 fι' 尤1抖L!足主4科f月作:'、迅 I似1>μ〉止，!íì內佐t: f代℃呆云(J非↓卡干~r~.

V凹ljj力J主3義主-p、j且甘給物'1'1戒|此可 '1在人的外關日;而不哉'1' 湖注i ， 對 11 1 1刻的呼統文化

和EEF村民l失學f!，J，不迫你))，他處處肥的方的先:江文~i)W1It' 峭的忠、床落後相對眩，

以當代IEjJ叩論的 IIJ~元若來，可以說:1、迅充令接收 fZJLEtl:所1'1':垠的.iJj;套東方

主義拘觀念和花朵 (r L Jt I]I'Hr't r 'i區義怯的i萃，何反過來有4年;笠，足佇!說覺得- ;i!l~ 

赴遲了呢?科、迅有不少過火偏激之處，這赴不必諱言 1旬，立JJilj主+t1{言，京j糾正常

的人大概司、自說魯迅JJli|jq 方航民主義或帶凶)三義辰 11 ， TiJ守力 7月代理論如論有

多少深厚修養的人，火概也不至t ~J于就魯迅府淺說他~J代 ;'li J:i文化的jLE皮是浮

躁、 FF!三|、非]g'I~: 的 征主[i:，如果說宿、迅平11五凹11;'jf~ 希望改嫂11"間l現 :1史的知識

分于J采用了西方的概念和述諦，不斷I追尋白 11司、氏 1-: 、科學、進步:~:y; i日方啟蒙

時代以來的價值站，;念，已恰好說明這些概念和述訊本身手i 不足仆位歷迫性的，中

間主11誡分子這股做的 11 ((1不是為了泣月1西方文化高 l肘，而赴，也把中間山弱變妞，

不再受西方列強的欺侮 在這個意義去，中國知識分子的“山 ;j三I三義"和其義的所

謂“東方主義"叮以說恰好是兩除北轍，背道而馳如果說五間以來的近代

歷史有不少挫折甚至失液，我們在重新審祝這段歷史時，是dtfttrtitJ完全否定現

代性本身而緬懷往內，在反血的名義下讓!歷史的ìxi在泣起|呢?" 且〈 li目「混個1I;f

新題目>.(讀書) 1994作第513j.

40) 最明顯的例子是兩j~譯 知識從木i原語言進入持體語言，其志或不可避兒l也要隨

新語言的歷史環境設性變化可在 J定條件下被那間，這是?知識則.fil!力的關係已

被使用者所說梢，而Jli(1J-I抖咐:也迪之料移給「持體話:芽的位IIJ 在一 HJ~且參觀11:43)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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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41); 或者直言啟蒙的擴張機制“隱含於文化中

的等級制"，或者把當代中國注重溝通和交流的文化現實目為“處於發達資

本主義霸權下的後植民主義文化 "42); 或者把矛頭直指“那個來自西方

的、并在中國生根的已現代性，(或現代化)理論，其中包括迄今仍被用來征

服世界的意識形態，如進步、權力、民族國家和目的論歷史觀 (tel臼Ilogical

histo叮)"，43)

確實，“文化中的等級制"、“進步、權力、民族國家和目的論歷史觀"

等都是現代性理論的核心觀念，也是啟蒙的公理預設和基本信念，由于某

些不盡如人意的現代性質踐，諸如納粹制度、斯大林模式以及西方殖民

主義對第三世界的掠奪和摧殘，尤其是它被作為謀取敢抬利益的意識形

態手段， 所謂“文化等級"、“文明程度"、“進步"、“目的論歷史觀"云云在

今天多少有點聲名狼藉了.但 1且如改換一下陳述方式或許有助於問題的

澄清y 譬如把“文化等級"理解為文化發展的木同程度，把“進步"的觀念與

文化發展之由低到高的進程中目聯係，就可能穿過“後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

迷霧，建立討論的較好基立.其實，“後殖民主義"文化批評所關注的非西

方民族的改治模式與文化選擇以及更重要的反控制問題，早在啟蒙的全

球化進程伊始就成為民族現代性的中心問題，對於西方形形色色的控制

策略和于跤，非西方民族亦有從軍事、政治、經濟到文化方面的反抗，否

則根本不會有當今世界現代性多極發展的格局，所以，“後殖民主義"的問

題本身并不新鮮、新鮮的是，它認為基于啟蒙的文化選擇和反控制方式

錯了:首先，啟蒙計劃中隱含著一個等級森嚴的文化秩序和世界圖式，

難以對非西方文化一視同仁，“世界"僅僅是西方式的世界;其次，既然現

41)張寬: (歐美人眼中的“非投族類"一從“東方主義"到“西方主義可， (讀書) 1993年

第9Ji:JJ.
42) 陳曉明﹒〈“精英"與“大眾"殊途同歸的當代潮流>.(文藝研究) 1994年第1J的

43) 劉未:(-個現代性神話的由來 國民性話語質提L(文學史〉第1帽，北京大

學出版社19~ßi!'-4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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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的東方路程難免出現“東方主義"的錯誤，對于非西方文化而言，走同

樣的路未嘗不會陷于“西方主義"的泥掉，喪失民族文化的根本.在中國的

“後殖民主義"批評的邏輯中 這種“西方主義"自然非主張向先進文化學習

的啟蒙主義和民族現代性理論莫屬.問題在于，難道所有文化真是等值的

嗎?倘若如此，文化之由低到高的發展問題應該如f可理解，或者說，進步

的結構究竟應該怎樣構成?如何處置啟蒙或現代性邏輯中所謂“文化霸

權"的問題呢?

這誠然是取決于文化“內部視點"的問題 是否能移從文化自身尤其

是其中最關鍵的人的生存和發展方面眷眼，回答會完全不同 前面曾說

;晶，“文化等級"或“文明程度"與“進步"的觀念在啟蒙思想中本非問題，相

信歷史進步、文明發展的一切學說都承認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發展的事實，

沒有這一認識基礎，現代性進程或啟蒙的機制就會喪失其動力和合法性.

正如論者的設問:“如果真如蘭克(Leopold von Ranke)所說，所有時代和

所有社會都同樣靠近上帝 那麼何必為更好的時代或社會而奮IffjJ?" 44) 我

理解，“後殖民主義"的問題重心并非文化不同程度的發展，而在于對這一

事實的確認所造成的“文化的等級制"可能給非西方文化造成文化認同的

困難和歸屬的危機，因而其針對包括曾為馬克思、魯迅、福澤諭古等整

個現代理論所信奉的“進步"觀念的質段，其實質仍在于尋找一條解決木土

文化發展之由低到高的正當途徑或有別于啟蒙的合理化和主體化的方法.

在現代性理論或啟蒙設計中，這一問題即進步的結構線性地展現為

-個福澤諦吉所謂“謀求文明的順序75) 也就是魯迅所謂從“立人"到“立

國"再從民族國家“終于也會擴展到各民族相互之間的外部關係，直至走

向世界公民社會"46)的理想進程.其中，文化更注或轉型是順序遞進的，

44) 哈柏嗎圳、安德森﹒ {I佮約1lGJUE 科學 政JfiJLll叫) , {且也!} (lri都經也it!址~llj 1)，

去íM! ， ìt44) 、 47)均引向安德森的提n日并非 11合氏的半年缸

45) 兩悍論 ~i: <文明論概l略) ，北京兩dJmtzt lf目2年前1古 ílù 1959{1' I跤，前14ft

46)Eilttl 《JEV己泣如I~ I::J姐:人類是在不斷制l~'; w:;(\ rìíj垃IIJ，lm ， ()但史血汗I 批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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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可能確實存在“一種電話自禱， 貶抑一切前代的以及與我相處的社會

形式"47)的計啟蒙病"但它從社會或文化為人的生存和發展所提供的自由

和解放的可能性方面建立有關“進步"的機制與割斷“文化等級"或“文明程

度"的準則，較之簡單地根據社會或文化的合理化程度或單純依靠本位文

化的是否舒展去理解進步的意義，顯然具有更胡同目的視野進步闡涉的是

社會或文化的普遍結構，其陳述之不易正如哈柏瑪斯所說.

關於一個社會的發展水平的陳述，只能關涉到里二曲向皮(single

dimensionsl與血區且結構(uruversal structure); 亦即， 一方面關j步

社會制度的反省佐(reflexivi tv )與復雜，性，一方面關涉社會生產力所l

i吐會整合的形式開 一個社會在經濟或管理體系的分工水平主，或在怯

律建制方面比另 個社會來得優越，可是技們不能因此餌，定這個社會

的整體(As a whole)，作為具體的整體、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就高更高

的價值…...我作由百安生活世界“進步的"(progressive) 合理化趨勢， (l:當

然不是視之為定律，而是眠之為歷史的事質.現代社會有別於傳統社

會的趨勢再三得到證實?例如:文化傳統的反省性增加，價值民規;他

日益普通化 溝通行動從種種限制規範中得到解放.社會化的模型得

到擴散而促進個體化(individuation)與抽象的自我認同(ego identity)，等

等犯)

這正是對于進步的現代性發展成果的典範提示.康德在計論該問題

時曾提到“人民的啟蒙"、“哲學家前任務"及“公開化"等字眼，把經由教育

而達成的道德提高、消棋侵略戰爭、社會法制化等視為進步的經驗指

標，0) 令人悠然而生一種古典的人道情懷.但如上所述，當今世界乃是一

第160頁，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扳回

47) 哈柏瑪斯、安德、森:〈哈柏瑪斯:哲學一政治思潮} , (思想) (聯經思想集刊1)，

臺灣自注44) 、 47)均哥|白安德、森的提問.并非哈氏的答復.

48) 哈柏瑪斯、安德森: (11合柏瑪斯:哲學一政治思潮) , (思想) (聯經思想集干iJl)，

臺灣.f主44) 、 47)均哥|自安德森的提問.并非哈氏的答復

49) 康德、: (重提這個問題:人類是在不斷朝著改善前進嗎?) , {歷史理性批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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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正文化之間日漸發生區泛和深刻聯(系井處於不斷的對話或相互作用

之中的控雜現實，求土文化的發展不再存在一個自足的空間，只能在伴隨

著優勢文化之支配關係的學習、溝通和交流實踐中進行，因此，就與文化

進步1丑聞的反控制而詣，強誼主1生雙方的溝i主以達成共識的啟蒙式“師夷

之長以制夷"的方案頭然比單純民族主義式的制造溝通障悍的反抗更fZ

根本，

如何在強勢文化的“堅迫"中解決發展的問題，而/可種方式建立現代

的民族文化的主體性， 進而其耳方文化、非西方異己文化進?于文明的交

往、正當的對話及和平的競爭，最終走向整個人類文明的進步與繁榮?

致以為，啟蒙的設計仍是迄今131t員作用最小的答案.“後殖民主嘉

l昕訐關住 3拍甘“文化聶權"或‘文(化b殖民主義"等東西方丈化交住中的不平等駝

係氓，“新保守主三蓊喜"所號曰的民 i拉炭主義的反抗，均僅僅對!\主了問題的一個方

百 7 而更重要的關于文化發展或自在完薯的有容，划在文化多元王義和文

化相告主義的催眠聲中被掩蓋了 以至于否認進步的存在，陶然于“三卡

年河東三卡年河西"的時史循環迷夢之中.“現代性"理論問然不無偏見

但它是否西方佢服世界的意識形態，世界能否為它所征服，玄JJ完全取決于

非西方文化自身回應、轉化或反控制的能力.就其所涉及的文化政治而

言‘能否立足於文化“內部"的觀點去決定不兩文化價值和特性的取捨T 直

接影響著反控制的資源一文化主體性的主量， 而任何文化“內部"發展的

需求都是上外在的“文化霸權'的影響更強大的動力，這就是說，進步的結

構主要依賴於文化內部的組織1不是外來影響 外來資源只是在相似的

文化情墟中才能發揖作用一這或許就是張陸溪指出的魯迅之于西方文化，

可謂處處符合賽義德的理論邏輯 事實去Il恰好與之南轅北轍的原因50)

一普列漢諾夫會討論過木同社會和文化交往中存在不同影響模式的問題1

~rn60瓦， (IIJ jls武拌， Ira主印古的119助于illN.

50) 參觀1):39)的 1] I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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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雖久為人熟知，但其基於文化不同發展程度師落後文化和先進文化的

區分對交流或相互作耳過程中權力闢係的分析， 隱然嚴入了一個關涉進

步的區式，說想，較之時新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帶有“水ì~t氣"的言論，期

待發展一種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交往條件 F誕生的文化的“相互主體

性，\或許井不比奢望真理一又一個來自西方的現代性話語 更遠，51)

交流溝通與文化歸屬之間的悍論

這種文化的“相互主體性"能否確立，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理解交流溝

通典文化歸屬之|舊的悸論的質量 其偏倚扭可造成啟蒙主義與文化民族

主義的分野，其中正也可導致一種新的發展一基于融合的文化進步.

在現代性的世界化過程中，正如人們經常直觀地描述的，一方面，諸

如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國際化的勞動分工、民族團家系統、世界軍

5ll 普列漢諾夫的有關思想有J參觀看〈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第5章〈現代l唯物

論〉中討論不同社會或文化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部分 他把社會或文化本質視

為其社會、歷史、文化表境的產物 由T形成環銳的各種關(系和問眾的特殊，產

生于其中的本質或主體性包永遠是特殊的.外在的影響無論強弱都無法改變其

主JPC部結構和發展需求的依徊，因而無論“文化閻榷"如何強犬都無法導致特性或

主體性的喪失 例如文學的國際交流，雖好似在相互影響仁|立“將有→種為全體文

明人類所共有的文學.'"但“→個國家的文學對于另-{固閻家的文學影響是和這兩

個團家的社會關係拘類叫成正比例的自當這種類似等于零的時候，影響{;E:完全不

存在，例如非洲的黑人至今沒有感受到歐洲文學的任何影響.當 -1間民族由T 自

己的落後缸，不論在形式上亦不論內容上不能給別人以任何東西的時候，這個影

響是單方司的，例如前世紀的iit國文學影器，了俄圍的文學，可是沒有受到任何俄

國文學的影響-最後，當由于社會關係的類似及因之文化發展的類似的結果‘交

換著的民族的雙方，都能從另-民族取何一些東西的可候‘這個影響是相互的，

例如法國文學影響精英國文學 同時自身亦受到英國文學的影響" (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286 、 2師頁，為便于理解，引文對|等古譯文語序略有變動.表示定語

和中心詞之間領屬關係的“底， AfR依現行i主例改為鼠的"另外，甘于;著重號太多

使符號失去了作用亦將它一并刪去了)這種著重“先進一游後"之別拘文化交流和

影響固式與“後殖史主義"批F展示的“壓抑 反抗"的交往圖式完免太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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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秩序乃至文化(如傳媒的)全球分布，使整個人類處于前所未有的相互依

賴之中，所有文化都失去了單獨發展的可能?必須進入這一相互影響和相

互作用之網去尋求發展的道路，共享風險和利益，因而交流溝通的要求比

任何時候都強烈，尋求不河文化交往的王當途哩成為文化思想的焦點之

一;另一方面，隨著交流溝通實踐的日漸廣泛和深入，不同文化在過店的

同暐又會產生求其一關涉身份認設和文化歸闋的問題，蔓由于全球經、政

治、文化發展的不平衡，發達形盟的文化難免把自己的規則當通則，在與

發展中形態文化的交流溝通中形成不平等關係，尤其是經由政治此染指，

有意把文化的不平等延展為利益的不平等 把不河文明價值的交流演變

為談判桌或生意場上的討價還快 從而激起文化民族主義(或早已文化保守

主義)的反抗.文化民族主義在指涉民族國家、身份認證和群體歸屬感方

面的長處哇其有碑溝通交流的垃處常常被掩蓋，這或許就是它始終在現

代化進程中此起彼伏封原因 因此對于啟蒙而言，自然t能把一個現↑ t

性的擴張連起轉化fZA個疏通交流和溝通障悍的進步，.巳外來資源內化

為本土文化結構的發展的需求那麼?也理慮對于開涉身份認設和文化歸

屬感的難題作出回答，在進步的結構中但酒或容納文化主體性的確立途

徑一如何通過執著于交流和請通實踐 在強勢文化的壓力下爭取新的創

造空出，以表現木土的文化和想像力.

一個例于是魯迅拘小說.在小說這種美學客體中交流和溝通的樓前IJ

如何建立，權力機制怎樣通過設述(或其他修辭策略)的形成型造其主體意

識，它可提供 個參照 詹姆症、曾在“第三主界文化"坦論的基礎仁把它作

為凝聚著中華民族生存經驗的“民族寓言"來閱讀，認為主;“寓言"的形式和

結構深深植根于反對“文化臣凰"的第三世界文化“內部"的革命語境之中7

而戶為第三世界民族文化命運的表達 7 它最終隱含了對于西方奴隸主的

成功反抗，拉伯了殖民意識的較之第一世界知識分子埋頭于專業化的

52) 。 |1. 詹姆逍e 〈處于持凶訂本巴拉11S f I~ 11 ' (1':1站 :IIU月1文學〉， UIZJGLi垃JtG「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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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屋于"中從事文化生產的困境，魯迅式與民族的歷史、道德、文化和問

題發生廣泛而深刻的糾結的寫作方式，甚至能提供某種學習的借鑒. (8 詹

氏把魯迅確立文化主體性的途徑民族主義化了，恰惜忽視了其更接近事

實和更根本晶“啟蒙主義"式寫作的特徵， EW魯迅的小說本身就是執著于中

外文化交流和溝通實踐的產物，無論其思想還是藝術都可視為一種關涉

古今中外文化價值的對話、溝通、衝突或創造性轉化的文木，也就是所

謂“和世界各國取得共間的思想語言酌"、“真正現代意義三的文學大53) 由于

本土文化的落後性，魯迅的文化生產自然無法擺脫諸如人道主義、個性

主義、進化論等西方現代性理論的“支配"但其知識權力機制并非如賽義

德所預料的製造了殖民意識，反而完全積極地參與了民族文化的現代主

體性的建膺，不僅提供了新文化反抗μ老中團"封建宗法制度的資源?而且

最終也成為第三世界反抗殖民化、半殖民化的思想武器.魯、m本人非常

強調執著于交流溝通實踐確立文化主體性的途徑，在他看束，理解為文化

民族主義所著重的關涉自我身份認證和群體歸屬感的文化特性(“國粹")問

題，不能脫離更為根本的人的問題即所謂“一要生存，三要溫飽，三要發

展"的內容抽象地論辯，因為只有人的價值接近于絕對價值， 而其他一司

價值都是相對的。“圈粹"也罷，“文化聶權"“殖民工具"也罷?只有置于關

涉人的發展和解放的天平上，才能描量出其真正的份量 54) 事實上，魯迅

在期待一個與古今中外人類優秀文化的無限交流的巨犬創造空間，這就

是著名的“拿來主義"一一種完全不同于“後殖民主義"和文化民接主義的

選擇.

另一個例于是張星星誤酌電影.如果說，魯迅的小說由于裸裸植根于木

土的文化現實自然而然地解決了處于交流和溝通實踐中的身份認證和文

電影) 1989年第61目

53) 嚴家炎: (魯迅小說的歷史地位一論〈吶喊〉、 〈彷徨) ，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

貢獻〉， 《求實集) ~北京大學出版社19由年版p 第77頁.

54) 此類觀點在魯迅的著述中觸目 ~p見，恕不」一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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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歸屬問題，也就是通常所謂“現代性"和“民族性"的完美統一問題，且由

于其現代經典地位木至于成為“後殖民主義"批評的公開靶子，那麼，以張

藝謀的電影為代表的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大陸文學、美術、音樂、電影等

文化生產方式， 即強調“走向世界"的溝通和學習一由此分化J~生側重辜

傲、移植與著重“尋根"的兩極對話于段 ;希望被接納、承認，以致產生

強烈的“諾貝悶文學獎"(或奧斯卡獎、國際聲樂比賽獎)等西方文化權威認

證情結這種“刻意強加的面向西方文化的姿態"受到中國“後殖民主義"批

評的關注則近乎必然.在他們君來，這無疑是“處于發達資本主義晶權下

的後殖民主義文化"的徵象，因為

對 ff主注ft木 1: '1'1 文化革j1 fl'i: 的那呵，并不他在于1:Ift拘朵 Jr! 向

製造的文化形式、經rrit11[:l 對資本…}:義文化的抄毀，扯到底， iLijuii;

-在u不白扭的認 !I司，它7Ê被性、史之于爪的 iι11地HI'~fi 走， J立:fJ~f\; [一業

化肛i 會的科生物，是 IU:Ji已經昕一iM化的{j-I;ij 比 IF1. 史 [('i.t I'tJ ， 泣種認!I']

隱含在自覺的文化創造中，隱合在文化fJH自己力的 Ijj(ÞúiIlM說中，牛1 日1])是

滲透在對中國本上文化的自我指認中 AE純必義 l二，“也;;在民族的就底

是|吐界的"“ Itr 關人只能JlGJ 中間自己的;iiff已經變成， ([，\1致命的特

論，豆種“民族性"的 I~r JlJ告認，包含來l 空J6更注1有 4() 技文化的你的招

向前JEm

而張書里諜的成功正好用來說明當代中國文化的本質一“後殖民"文化

的意義，其作品本脫胎于中國電影“第五代"的實驗化和先鋒性的“西方"電

影藝術語境中， 早期代表作無論〈一個和八個} (吳子牛導演， 張藝謀撮

影)還是〈黃土地) (陳凱歌導演，張藝謀撮影)，都具有八十年代中國文化

顯而易見的主題:前者基于人道主義立場聶歌人性與黨性、階級性與民

族性在共產黨人身上的完美體現，後者則集文化批判與激發中華民族的

55) 陳曉明: <“和!j失可tl“大眾"殊途同師的i古代ìiiJJìfit:} , <文嬰研究> 199411'第 11閉，

frfrî有不!1 [~JH j J~ -X皆引自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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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旨歸于一體，惟有電影敘述語言顯示了不同于“第四代"

的鮮明特徵 由于經歷了對世界尤其是三戰以來優秀電影藝術和思潮的

廣泛學習、吸收、其藝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可以說獲致與世界尤其是

西方進行溝通和交流的資格和手段.但根掘陳曉明的闡釋，此後開始的中

國電影的“走向世界"乃是一個從“民族性"到“後殖民性"的“文化臣屬"的過

程.在他君來，張藝謀的成功得力于對“民族性"的虛偽建構，從〈紅高梁) , 

〈菊豆〉到〈大紅燈籠高高掛) ，所謂“民族性"已變成十足的“後殖民性"

一“第三世界文化為獲得發達資本主義文化霸權的認可而刻意表現自己的

所謂的4民族性'"“它除了表示文化上自覺的從屬地位而沒有表現民族的

文化或生活的真正歷史命運"具體而言， <紅高梁〉中“具有鮮明的本土

文化特徵"的“中國民族的粗野、強悍、勇猛的生存性格" 在張藝謀面向

世界(西方)的講述中，“它像是在實施一次精心設計的文化拍賣"; <菊

豆〉中的東方情調和中國“民族性"的文化符碼成為“對東方(中國)民族生存

狀態和文化禁忌的‘他性，展示" 盡管因此在西方世界大獲成功， 但“在西

方文化權威的驚奇和同情的目光注視下， <菊豆〉更像是第三世界文化向

發達資本主義獻上的一份土特產品";而〈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民族

性可IJ被簡化為“外在的民俗儀式"這“不僅是掩蓋他對這種生活的把握有

些力不從心，更主要的是大紅燈籠乃是為西方世界看客掛起的文化標簣，

它看上去更像是第三世界向發達資本主義文化霸權掛起的白血，而不厭

其煩的民俗儀式， 則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後殖民性，朝拜典禮"

這真是可怕的誤解.張藝謀之于當代中國文化的意義完全被倒置

了.倘若真的存在一種文化生產方式，確實大量製造一種旨在加強中西當

代文化的交流和溝通的本文，而且由于當代資源的枯渴一對于西方的仿

作一不得不從古代或民俗等過碌文化尋找與“老外"交談的材料和話題，以

至于老是順著別人說，直到這種“交談"成為一種“臣服的文化進貢和藝術

拍賣"喪失自記的主體性.問題的關鍵不在這種可能，不在于張藝謀之



未完成的現代性 161 

“走向世界"或“直向西方"的姿態本身一姑且還胚認為，我相信尋求與不同

文化的理解旬溝通本身并非罪惡一而在于扣何理解確立交流和?通的棧制

對于當代中國文化生產的主義，或者說，它對于“自覺的文化創造"或“本

土的文化想像力"主IJ位是構成了 t;n制還是解放， 在前述拉評仁口，張藝誤從

事文化生產的真實煤件;被大大簡化了.中國“後殖民主義可Jt評家仿佛剛從

外星上走來，在制約張寶誤的文化生產的眾多條件中一眼就若出它與賽

義德的理論教條之間的“叫是"而更重要也更有力量的“可部"制的一譬如

電影審查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化的運動機制一的“而非，主]J 被排斥在其視野

之外.人們或許願意思索張藝訣們為爭取國內生存空間比~;(得西方文化

權威的承認花費更多時間、短時更多周折的原因，就其遭受壯評的所謂

“民族性"的自我指認而言，張藝謀之文化博物學的建構方尤其實植根于八

十年代中後期“尋根文學"的趣灰之中，隱含著對于從“冗匹"到“文革"的某

種文化觀念的反攘或覺悟并非單純旨在取悅西方的交流和溝通手設.對

于張塑訣刻意表現的中國文化，無論其蔥度是展覽、拍賣1 還是炫耀、獵

奇，這都屬個人的藝術選擇，較之其作品中文化主體性建禱的成敗，是應

該給予更犬的自由和理解的.在張藝謀對“民族性"的自我tEiZ中?諸如

〈紅霞梁〉中的空盤境界和i拜神精神. <菊豆〉中“對東方(中國)民族生存

狀態和文化禁忌汀他性‘展示~， (大紅燈籠高高拉的中的生命借口商，乃至

被排斥于“後殖民主義"批評視野之外但對理解張藝謀文化生產的完壁性

如至關重要的〈秋菊打官司〉中的現實植遞，其成敗得失或有木同，圳青1;

有巨立足于求士文仕的真實狀況進行藝術表現.應該說，較之過去的中國電

影，由于“走向 tl 界"的交流和溝通，其自由創造的藝術空間進一步擴夫了;

對世界優秀文化成果的學習和交流，不是抑制了而恰恰是解放了電影藝

術家的文化想像力，促進了中國電影的主體性的健康確立 可;;)設想一

下，假如沒有張聲謀、陳凱歌/門的嚴肅而獨立的工作及“走向世界"的努

力，中國電影是古反而在世界影壇不居于“文化七 E覺從屬的地位"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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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中壓民族本土的特撮"本來就是在不同文化的座標中比較性地確認的‘

處于世界一體化進程中現代文化只能是“互為主體"或“互為他者"的格局，

但中國“後殖民主義"者司為本土的交流資源部所謂“土特產品"感到恥辱‘

在把普遍的現代文化、經驗、價值說成是西芳文化、經驗、價值的同時?

偏偏又把張藝謀電影中的“民族性"指為“他柱"這難道木正是因為他們自

己六具有“內部"靚點‘而錯帶西方式有色眼鏡所致嗎?

文化交往中的身份認設和群體歸屬的問題觸及啟蒙主義與“後殖民主

義"及文化民族主義的深刻分岐，從表面上君，前者強調置于“進步"的結

構內， 通過發展一種在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交流和溝通條件下產生的

不同文化的“相互主體性"來解決;而後者則注義到這種交流和溝通中的不

平等關係，認為異己文化的強烈影響和作用足以導致本土價值的迷失出

現文化認同危機，從而陷于任人宰割的境地，因而堅持在與強勢文化的對

抗中尋求本土文化發展的道路;但實際上，更深刻站分歧在于其不同的問

題立場，立日前所述，前者以人為本位，認為文化是人創造的，“人不為文化

而存在TTF) 因而文化的自由交往只能意昧著一個開闇的創造空間和無限

的可能性;而後者以文化為本位，認為文化制約看人的本質，人不能脫離

自身的文化來抽象地設發展，因而在文化交往中堅持一種文化民族主義

的立場.但問題在于，不但諸如魯迅、張藝謀的文化生產實績足以消解文

化民族主義的問題，而且其知識邏輯玄身也存在許多可貴泉之處，鼓勵隔

絕機制的產生是其-57); 最近本者，則是誤解了文化(價值、制度)的不間

構成.我以為文化雖然制約著卸并非直接實現著人的本質，它乃由兩部分

構成:一是原則性規範，關i步文化的普遍性;一是規則性規範?關涉文化

56) 主得後: (人類的生存困境與魯迅的文化創新〉，〈魯迅研究月干的 l~臨年第5朋.

57) 最有趣的例子是列寧對“愛國主義"的定義1 為人所熟知的舊詩是民族主義立

場的理解:愛國主義是千百年來培養起來的」種極其深厚的感情;新譯則是世界

主義立場的理解，強調了其中隔絕機制的作用:“愛國主義是由于千百年來各自

的祖國彼此隔離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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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前者基于理性標準而相對穩定，為不同文化所共有;後者則由

于約定俗成而較具變易性，往往隨時代、地域、種族、傳統的不同而發

生變化 文化民族主義在解決文化身份認證和群體歸屬感的幌子下所捍

衛的其實正是這些規則性內容.把文化的可變部分當成了不變部分?“把

自己所屬文化的精神提升至普遍性的高度"“但同時又把這種普遍真理與

本民族的獨特性聯係在一起"副其謬誤可想而知

說到底，交流溝通典文化歸屬之間的悴倫其實只有一個難點， @p文化

身份認證和群體歸屬店的問題 也就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如何保持民族文

化特性的問題 我們知道，旺然文化特性是由文化的規則性內容構成?而

它又隨時代、地域、種族、傳統的“約定"而“俗性"具有變易性?那麼捍

衛文化特性的工作便無異于讓時刻在變易的東西不變)~質在是過于困

難的勞作.反過來說，盡管現代化的全球進程帶給不同文化以相同的意

義，正如艾愷所描述的，理性主義、國家主義、個人主義、普遍的商業

化、都市化、大機器生產、官僚化、契約原則、無所不在的法律的統治

等等，導致傳統社會制度、機構、價值的日益萎縮，而“這種辦史趁勢不

受任何地理界域、意識形盟和文化相對性的眼制，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只)

但這種普遍性的實現畢竟有賴于它與不同文化特性的結合.在我清來，二

者的結合既是一個在交流溝通和尋求文化歸屬之間的“扭行"也是一個完

美融合了文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新的主體性建構里程.因為歸根結底，文

化的存在畢竟是獨特的、個別的、不可替代的、未完成的，只有在自我

與“他者"的對話和溝通中才能較充分地實現其主體化的進程.也正如論者

所說，文化的存在能夠成為生機勃勃的進程，所依靠的正是“主體的互有"

主體與“他者"的關係應該是也只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響，在

58) 梁治平﹒〈明代化的代價> , <二 j- -jll:帝的 1992iY12月號， 香港中文大咚l'jl關

文化研究所.

59) 梁治平﹒〈現代化的代價) , ( : j--j吐紀) 19921r12月號， 存站 r 11 文大學中!去|

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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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中形成特性的多元共存格局.在此條件下，文化民族主義的勃典既像

是在演出一出向過去告別的儀式，又仿佛對這一陌生形勢的感唱，當然它

除了反證時代的進步外或許并不說明別的.

1995年4月 ~7月寫于磨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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