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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出現了兩個關鍵時段之間斷裂

的殘缺。從1965年新加坡建國到

90年代之間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

段，應當是新加坡立國後走向發展

的重要年代，是新加坡經濟突飛猛

進並形成自身特色的關鍵年代，因

而也是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發展中

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當然，

誠如劉宏所言，這一時段由於「華人

社會的運作邏輯和模式與此前大異

其趣，因而需要另文專論」（頁5），

我們期望劉宏能夠早日填補這一

空白。

鐵屋中的肉身

● 王曉漁

敬文東：《失敗的偶像：重讀魯

迅》（廣州：花城出版社，2003）。

回顧百年中國，魯迅始終是一

位富有爭議的文化旗手。之所以稱

他為旗手，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就

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闡

述的，即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

將」；第二重則是指每一次思想論

爭的兩方，都會借魯迅來論證自己

的合法性，「挾旗手以令諸侯」。當

然，旗手是一個頗具意識形態味道

的稱呼，在文化工業時代，它常常

被更名為「偶像」。在2003年新浪網

等媒體發起的公眾調查中，魯迅以

高票數當選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

十大文化偶像人物榜」的第一名。一

向希望自己文章「速朽」的他，竟然

擁有了旗手和偶像的「不壞金身」，

魯迅當選「二十世紀以

來中國十大文化偶像

人物榜」的第一名。這

對一向希望自己文章

「速朽」的他來說，是

不小的反諷。里爾克

曾說：「羅丹在獲得

榮譽之前是孤獨的。

榮譽的到來，也許使

他更加孤獨。因為榮

譽畢竟只是積聚在一

個新名字周圍的一切

誤解的總和。」把主

人公換成魯迅，這句

話同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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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不小的反諷。

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曾經這

樣評價羅丹（Auguste Rodin）：「羅

丹在獲得榮譽之前是孤獨的。榮譽

的到來，也許使他更加孤獨。因為

榮譽畢竟只是積聚在一個新名字周

圍的一切誤解的總和。」如果把主人

公換成魯迅，這句話同樣成立。孫

歌寫過一篇文章〈魯迅脫掉的衣

裳〉，她反覆提出竹內好那個最基

本的問題——「魯迅不在他的作品

2，他與自己作品的關係像人和脫

掉的衣裳一樣存在ð一個距離」。

孫歌提醒我們：閱讀者必須越過那

些已經成形的文本、發掘那些不可

視的空間，魯迅作品僅僅是思考的

起點而非抵達的目標；否則，無論

是對魯迅的讚美還是詈罵，都只能

面對魯迅脫下的衣裳。確實，關於

魯迅的爭論絕大多數都是對「衣裳」

的誤解，但是，我們如何越過迷霧

般的衣裳來關注那個變幻莫測的

「肉身」呢？

對於今天的研究者來說，在目

光穿越魯迅脫掉的衣裳之前，還必

須穿越魯迅研究者製造的重重迷

霧。在專著《失敗的偶像：重讀魯

迅》（以下簡稱《偶像》）中，敬文東

首先描繪了一幅魯迅研究的路線

圖：革命（家）的魯迅——思想（家）

的魯迅——文學（家）的魯迅——痛

苦的魯迅。他把這四種研究方式稱

作「大魯迅研究」，即研究者主要關

注魯迅身上的「宏大1事」，在他們

的描述下，全能的魯迅彷彿是一位

「成功人士」。他還把那些研究者稱

作「小魯迅」，他們從腔調到表情都

喜歡模仿魯迅，儘管魯迅是不可模

仿的。事實上，對魯迅研究的批判

並不新鮮，即使魯迅研究界也在不

斷反思自己的病灶。如果《偶像》僅

僅是「反彈琵琶」，它的價值非常有

限，因為敬文東對魯迅研究界並不

算瞭如指掌，他坦承自己曾拋開幾

乎所有的魯迅研究文字。這種「拋

棄」使得敬文東的言說無法與魯迅

研究界對接，從而被忽略或視而不

見；但他恰恰因此繞開了重重迷

霧，直接透過作品的褶皺面對魯迅

本身。與「小魯迅」的「大魯迅研究」

不同，敬文東將自己的工作命名為

「小魯迅研究」，前者試圖在自己身

上克隆成功者魯迅，後者則試圖從

微觀層面研究失敗者魯迅。偶像的

衣裳往往金碧輝煌，肉身卻充滿內

在的衝突。但值得再次提醒的是，

從成功者到失敗者、從衣裳到肉

身，這種對魯迅的重讀並非「謗書」

兩字所能形容。敬文東無意用妖魔

化魯迅的方式來消解魯迅神話，不

過，如果依然有人堅持認為對魯迅

的任何批評都是「誹謗魯迅」，那就

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了。

敬文東在自序中提到魯迅「對

人生無常、虛妄、絕望的肉身體

驗」，如何給文化饑荒時代的讀者

提供一份難得的閱讀經驗。概覽全

書，對肉搏、橫站、踹擊、跋涉、

斜視、口吃、瞪眼、腸胃這些細節

的分析，構成了一個充滿緊張感的

飽滿的肉身。把偶像還原成肉身，

恐怕與褻瀆無關，它使得一具思

想標本重新恢復了呼吸。《偶像》第

一章就是以「從身體說起」為標題，

敬文東提出一種「肉

搏的倫理學」。在這

b，「鐵屋子」不是指

「黑暗的舊社會」，而

是指向魯迅的身體。

與其說魯迅是一個

「鋼鐵戰士」，不如說

充滿疾病的身體像鐵

屋子一樣囚禁了他，

吶喊不僅是對正義的

呼喚，也是對疼痛的

條件反射。不幸的身

體狀況成為魯迅與時

代進行激烈肉搏的主

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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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文東選擇了被魯迅放棄的醫學

（肉體）角度，來觀照這個從事文學

（靈魂）事業的文化偶像。他援引了

蒂里希（Paul Tillich）《文化神學》

（Theology of Culture）中的重要觀

點：正是牢牢控制了沾染了神之子

鮮血和承載過神之子肉身的十字架

的解釋權，基督教才有了說服徒眾

的能力和底氣。通過這一理論基

石，作者在形而上的「拯救」和形而

下的「肉身」之間建立了聯繫，或者

說他打破了那種陣線分明的形而上

形而下二分法。接ð，作者不僅

「從身體說起」，還進一步「從疾病

說起」。他援引了吳俊的判斷，即

魯迅的日記幾乎是一部「疾病史」。

疾病作為魯迅生命中的關鍵詞，過

去的論者多把它局限於純粹的生理

層面，敬文東卻提出一種「肉搏的

倫理學」。在這2，「鐵屋子」不是

指「黑暗的舊社會」，而是指向魯迅

的身體。與其說魯迅是一個「鋼鐵

戰士」，不如說充滿疾病的身體像

鐵屋子一樣囚禁了他，吶喊不僅

是對正義的呼喚，也是對疼痛的條

件反射。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不

幸的身體狀況成為魯迅與時代進行

激烈肉搏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

論述僅僅到此為止，雖然非常精

彩卻陷入了哈克（Andrew Hacker）

在〈《資本論》和癰〉（“Capital and

Carbuncles”）中所說的傳記性閱

讀，即認為「馬克思患有癰這一事

實，使他在《資本論》中對資產階級

發泄的諷刺更加深刻」。敬文東沒

有將「肉搏的倫理學」簡化為「肉搏

的病理學」，他指出前者在暗中受

到信仰的支配。魯迅的著名遺言

「一個都不寬恕」，常被看作不可動

搖的信仰，敬文東卻認為這是「一

種純粹只剩下形式的信仰，是為信

仰而信仰」，「相信一切都不足信」

才是肉搏的倫理學最後的信仰。自

知患有二三十年肺病、寫書時頭眩

手顫、艱於起坐的魯迅，是一個徹

底的懷疑主義者，懷疑自己甚至懷

疑自己的懷疑，「一個都不寬恕」只

不過是飲鴆止渴般的臨時藥方。相

比之下，肉搏不同於自殘或謀殺，

肉搏的倫理學承認肉體的重要性，

而這與那些需要肉體充當犧牲的真

理截然不同。

不難想像，敬文東這種冒險性

的分析很容易遭到非議，人們甚至

可以引用魯迅語錄來反駁他。魯迅

在〈《吶喊》自序〉中曾經談到「棄醫

從文」的原因：「凡是愚弱的國民，

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

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

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

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ð，是在改

變他們的精神。」《偶像》似乎背叛

了「精神先於肉體」的順序，轉而

強調要解救精神就得首先解救肉

體。但正如孫歌所說，魯迅作品僅

僅是「脫掉的衣裳」，它和作者之間

有ð不小的距離。語錄體或格言

體的凝固文字，更是和魯迅的流動

思想之間相隔萬里。事實上，不管

魯迅還是敬文東，他們的分歧最

多僅在於精神和肉體的排序上，誰

也沒有打算否定其中任何一方。他

們共同的敵人是那些「槍炮式革

命」，後者試圖以精神、靈魂或正

針對部分研究者強調

魯迅的「反抗哲學」，

敬文東指出魯迅並沒

有尋找到真正的對

手，「說魯迅是戰

士，無異於把無聊的

戰鬥對象無限拔高

了；當然，它也誇大

了戰鬥過程和戰士本

人的形象。」這或許

說出了最為致命的秘

密，魯迅並不害怕與

強敵肉搏，面對「無

物之陣」的反覆撲空

才是失敗感的最終源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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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名義毀滅肉體。如果說「大魯

迅研究」喜歡關注具有終極關懷的

精神層面，並且陶醉於其中；敬文

東則更強調作為底線倫理的肉身層

面，「從身體說起」卻沒有「到身體

為止」。

在討論完「肉搏的倫理學」之

後，敬文東沒有順勢將魯迅帶往

「戰士」這個榮譽稱號。針對部分研

究者強調魯迅的「反抗哲學」，他指

出魯迅並沒有尋找到真正的對手，

「說魯迅是戰士，無異於把無聊的

戰鬥對象無限拔高了；當然，它也

誇大了戰鬥過程和戰士本人的形

象。」這或許說出了最為致命的秘

密，魯迅並不害怕與強敵肉搏，面

對「無物之陣」的反覆撲空才是失敗

感的最終源頭。《偶像》沒有將肉搏

的倫理學理想化，認為它能徹底治

癒魯迅的絕望，恰恰相反，作者認

為絕望使得肉搏成為自戕，魯迅在

缺乏節制的復仇中丟失了肉搏的倫

理學的原初意義。鐵屋子2的光線

始終是黯淡的，撲空導致無方向感

的掙扎，也使得魯迅不斷尋找ð假

想敵，作出肉搏、橫站、踹擊、跋

涉、斜視等各種行動。值得注意的

是，作者對這些身體細節的解讀沒

有襲用「能憎才能愛」的辯證法。在

描繪魯迅研究的路線圖時，敬文東

特別注明，革命家的魯迅始終溶解

在後面三種研究範式中。這種判斷

似乎有些簡單，卻指出了「大魯迅

研究」的完美主義癥候：他們無法

容忍魯迅具有任何缺陷，即使承認

魯迅本人也不否認皮袍下的「小」，

也要把那「小」升華為「大」。「能憎

才能愛」正是革命者慣用的情感換

算公式，但《偶像》卻對此作出批

評：第一，憎與愛之間不具有必然

的因果關係；第二，它忽略了善惡

難辨、愛恨交加的中間情感形式。

在論述種種身體細節時，敬文東特

別表示先不要把它們上升為一種

「隱喻」，而是就動作、姿勢、表情

本身作出考察，研究肉搏怎麼變成

自戕、橫站怎麼導致斜視、踹擊怎

麼取代跋涉。以愛的名義實施憎的

行為，與以精神的名義取消肉體可

謂異曲同工。作者最終依然把那些

肢體行動當作「隱喻」，但是他堅持

遵循行動的邏輯而不是隱喻的邏

輯。與其說「鐵屋中的吶喊」能夠振

奮人心，不如說魯迅對吶喊的懷疑

乃至絕望的肉搏更讓人擁有深入骨

髓的體驗，前者很容易被模仿、後

者卻很少有人能夠企及。用「鐵屋

中的肉身」取代「鐵屋中的偶像」，

也正是用肉身的唯一性取代偶像的

複製性，不僅不是全盤否定，反而

是最大的尊重。

最後，我想重新回到孫歌也是

竹內好的問題，《偶像》對「鐵屋中

的肉身」的描述，是否等於越過那

些脫掉的衣裳，直接注視魯迅本

人？魯迅與他的肉搏、橫站、踹

擊、跋涉、斜視、口吃、瞪眼、腸

胃之間到底是甚麼關係？那些動

作、姿勢、表情是否也會成為肉身

的另一重衣裳？敬文東已經在書中

坦承他的論述不乏矯枉過正的一

方，魯迅的複雜性也使得研究者很

難在一本書2呈現出他完整的形

象。但是，我還是打算在兩個方面

《失敗的偶像》對「鐵

屋中的肉身」的描

述，是否等於越過那

些脫掉的衣裳，直接

注視魯迅本人？在內

在理路上，此書對

「大魯迅研究」這個假

想敵缺乏同情的了

解，將其視作一個堅

固的整體，而沒有注

意到其內部的多歧

性。富有想像力的文

體是本書的一大貢

獻，只是它時時帶來

喧賓奪主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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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進入社會學時代

● 王靜怡

布萊克（Donald J. Black）著，郭星

華等譯：《社會學視野中的司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一

十年前，布萊克（Donald  J .

B l a c k）《法律的運作行為》（T h e

Behavior of Law）中譯本（中國政法

大學出版社，1994）推出後，並未

引起足夠反響，儘管該書1976年在

美國一出版便引發了激烈討論。許

多人認為，布萊克的「純粹社會學」

理論為法律的科學研究做出了傑出

貢獻，可視為韋伯（Max Weber）、

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式的社會

學方法論及奧斯丁（John Austin）、

凱爾森（Hans Kelsen）等法律實證主

義之延續，其分量與法社會學創始

者埃爾利希（Eugen Ehrlich）的《法社

會學的基本原理》（Fundamenta 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相

中國法學面臨的主要

問題是過份的法條或

立法中心主義，學者

普遍輕視實踐。法學

是一門世俗的學科，

一切法律問題從根本

而言皆屬於社會問

題，法學研究不能不

關注社會。《社會學

視野中的司法》一書

給我們的啟示是：若

從社會學視角來觀察

司法運作，有可能突

破當前中國法學研究

的「瓶頸」。

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內在理路

上，《偶像》對「大魯迅研究」這個假

想敵缺乏同情的了解，將其視作一

個堅固的整體，而沒有注意到其內

部的多歧性。事實上，關於魯迅研

究的地形圖非常豐富，遠非一個單

向的路線圖所能概括。在寫作文體

上，《偶像》帶有鮮明的形式感，如

同他在自序中所說：「一種文體就

是一種進入世界的特殊角度，就是

一種世界觀。」可以說，富有想像

力的文體是這本書的一大貢獻，只

是它時時帶來喧賓奪主的感覺，作

者的才情經常溢出魯迅作品的容

器。孔子的那句話，值得我們反覆

回憶：「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

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

語．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