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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利克（Arif Dirlik）在《二十一

世紀》1996年10月號上發表〈世界資本

主義視野下的兩個文化革命〉一文，

主張從後現代的角度認識中國文化大

革命的國際背景、歷史意義及其對當

代社會的啟示。德利克認為文革的實

質在於對抗資本主義和現行社會主義

的現代性，並指出毛澤東思想中的反

現代傾向，這一點不失為敏銳的觀

察。但作者把文革對現代社會的挑戰

視為真正革命的標誌，這倒是很值得

商榷的。

作為專事中國現代革命史研究的

學者，德利克試圖從中國社會主義發

展史的角度討論文化革命的意義，以

「指向文革發展政策的革命根源」。在

德利克看來，中國的現代革命史——

從早期以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和延安

根據地力求自給自足的成功實驗，到

社會主義時期自力更生的精神、工農

結合的實踐、消滅城鄉差別的主張，

以至於政治掛帥（以便塑造一心為

公、為人民服務的新人）的口號和學

大寨運動——集中體現出一種重視地

方、群眾和集體的傳統，即真正的民

主傳統。在這一傳統中，「『人民』既

是發展的驅動力，也是發展的目標。

按此路線構思的發展，不再由專家當

家作主，而是以『人民』為發展過程的

核心。⋯⋯政治上，這過程需要以日

常原則來參與集體決策，為草根階層

通過民主方式參與社會生活創造出前

所未有的契機」。60年代文化大革命

的目的正在於清算新政權本身的官僚

主義和精英意識對這一民主傳統的背

叛，同時教育民眾以塑造能夠堅持這

一傳統的新人，使社會主義不斷得到

新的發展。因此，文化革命即「整個

中國革命的具體表現」1。

正是基於這種對中國革命獨特性

的認識，德利克認為文革具有重大的

世界意義。就當時的第一和第二世界

而言，文革是對以官僚主義、精英主

義和群眾邊緣化為特徵的現代性的直

接挑戰：它「不只直接對抗資本主義

社會的統治政體，也對抗社會主義統

治集團」，從而「大大幫助了中國向全

世界推廣她的社會主義模式，用以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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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主社會主義來對抗獨裁社會主義

提供答案」2。就當時的第三世界而

言，文革理論表達了殖民地國家「在

非殖民化過程中而得的授權意識」，

林彪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中

「把中國革命（以農村奪取城市）的範

式套用到世界各國上」便是明顯的例

證3。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利克認

為文革理論，尤其是以「地方運動」為

重的「民主社會主義的革命遺產」，或

「毛主義對於社會的革命性的構想」，

對解決當代資本主義的國際格局造成

的問題尤其具有啟示性。也就是說，

�力發展「地方社群」，進而建立以地

方為基礎的跨國聯盟，由此便可以架

空國家的方式「與世界資本主義的『虛

幻社群』分庭抗禮」4。

德利克關於中國革命獨特性論述

中的某些觀點，承襲了中國黨內理論

界對毛澤東思想的傳統看法。戰爭年

代毛澤東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分析和他

一向堅持的重視農民運動、建立和發

展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戰

略方針，早已被列為毛澤東將馬列主

義與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例

證。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作為一

個天才的農民革命家，毛澤東比其他

中共領導人更了解中國農業社會的結

構和農民的經濟、心理狀況以及由此

而決定的中國革命成功的途徑，這一

點已被1949年以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

驗所證實，毛澤東因此在黨內曾享有

很高的威望。戰後，毛澤東對蘇聯的

「正規化」官僚體制、專家路線以及以

重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方向提出懷

疑，主張以農業為基礎自力更生，這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於他對中國農業

社會基本特點的認識，並非沒有可取

之處。但是，像德利克那樣把毛澤東

思想中的這些反現代性因素——即對

現代工業化進程的懷疑，以及由此

懷疑而產生的對現代性的不同選擇，

以至於發動文革以實現這一不同選

擇——視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因素則是

大錯特錯了。對文化大革命有切身體

會的人都知道，文革對現代社會的反

抗並不意味�向民主社會的邁進；恰

恰相反，當時的政治鬥爭利用了中國

人民的民主熱情，褻瀆了人們對共產

主義的天真的信仰，為封建的狂熱、

盲信和專制披上了革命的外衣。這一

抗拒並超越現代的嘗試，在實質上是

對歷史的反動。

中國近期慘痛的歷史教訓已經證

明，作為毛澤東反現代性基礎的農民

意識——更具體地說，以小農經濟為

基礎的烏托邦意識——不可能超越其

自身的局限，不可能排除其內在的封

建因素。受到德利克讚賞的與資本主

義世界體系「脫ì」（delinking）的方針

自然與追求自給自足的小農理想有

關，在這種烏托邦的背後便是封建的

閉關自守。這種幻想在現代有多少可

能性已不是一個問題。我們都記得中

國以既無內債又無外債自豪的時候，

國力衰竭到何等程度。毛澤東對現代

知識份子的不信任和對國外思想意識

的本能的懷疑，也反映了狹隘的農民

意識。舉例來說，正是基於這種意

識，毛澤東無視現代社會的基本常

識，對馬寅初關於控制人口的建議不

屑一顧，執意相信「人多（勞力多）好

辦事」，這一句話造成的嚴重後果是

人盡皆知的。

再說文革。掃蕩舊文化是文革的

具體目標之一，但具有諷刺意味的

是，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社會自辛亥革

命以來最封建的時期。我們記得文革

中國近期慘痛的歷史

教訓已經證明，作為

毛澤東反現代性基礎

的小農經濟烏托邦意

識不可能超越其自身

的局限，不可能排除

其內在的封建因素。

像德利克那樣把毛澤

東思想中的這些反現

代性因素視為民主社

會主義的因素，明顯

是大錯特錯的。



東方主義 93
的另一面

前夜毛澤東對中國「江山變色」的憂

慮。他指示黨內高級幹部閱讀「觸龍

說趙太后」，擔心高幹子弟受溺愛、

有特權、很難成材、無法接班，最終

會重複「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悲

劇。在這段指示中，毛澤東對中國社

會主義革命前途的憂慮無疑是真切

的，他堅信自己是一個真正的、關懷

中國和世界前途的共產主義者。然

而，可怕的正是這種不加思索的「堅

信」，因為由此他便排除了自察自省

（或曰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的必要

性，進而無法意識到也不願意看到這

段「最高指示」在字k行間隱現的農民

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意識。文化大革

命期間，諸如感恩戴德、偶像崇拜之

類的封建、宗教文化泛濫社會、深入

人心，其狂熱程度在中國歷史上絕無

僅有。實際上，以「東方紅」為代表的

擁戴救世主的文化在中國革命史上由

來以久，毛澤東對此也不僅僅是默

許。林彪正是因投毛澤東所好，鼓吹

個人崇拜，編印發行「紅寶書」，從而

在文革初期青雲直上成為「副統帥」。

文革造就的「新文化」的標誌之一，就

是這種封建救世主文化的登峰造極：

當時不僅有三呼萬歲、叩迎聖旨的舊

套，還有早請示、晚匯報、吃憶苦

飯、跳忠字舞之類宗教儀式的新發

明。而且，文革時期封建法西斯專政

（「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誰的狗頭！」）

的殘暴程度遠勝於中國歷史上的焚書

坑儒和文字獄。

鑒於中國近期歷史尤其是文化大

革命中所顯示出的封建特徵，德利克

的「民主」社會主義顯然不能正確地描

述60年代的中國。「人民」在官方話語

中早已是一個空虛抽象的概念：在每

一個具體的個人的尊嚴和權利得不到

承認的情況下，所謂「人民當家作主」

只有為極權統治裝點門面的宣傳價

值。這就是為甚麼德利克所說的政治

上的「集體決策」和「草根階層通過民

主方式參與社會生活」只見於《人民日

報》，在現實中充其量不過是走形式

而已。到文化革命時，連形式都被掃

蕩殆盡。眾所周知，當時「集體決策」

在中共中央內部早已成為空談，毛澤

東有指鹿為馬的無限權威，他和那些

拿「紅寶書」當護命符、整天擔心會被

點名批判的高級幹部之間的關係不過

是君臣關係。至於在基層或「草根階

層」，群眾對社會生活的「參與」從來

都是以「擁護毛主席的英明決策」、

「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的方式出現

的。正如金觀濤和劉青峰所見，無論

是延安整風、鳴放反右還是文化大革

命，群眾運動作為一種政治鬥爭的形

式和手段，通過批判對立面、將馬列

主義道德化，以純化無產階級立場的

群體修身為目標。其結果總是使毛澤

東思想成為黨的思想、群眾的思想，

從而確立毛澤東一人的絕對權威5。

這k哪有民主的立足之地﹖

德利克把中蘇的對抗看成是「民

主」與「獨裁」兩個社會主義模式的對

立，這同樣不符合歷史的真實。50年

代赫魯曉夫批評斯大林，蘇聯出現了

政治和文化上的「解凍」現象。在蘇

聯，這雖稱不上民主的先聲，但至少

是對獨裁專制的削弱。與此同時，中

國以「反右」為開端的一系列黨內外政

治運動此起彼伏，與毛澤東意見不同

的人，包括他的老戰友彭德懷在內，

受到打擊和壓制，最後終於造成毛澤

東一人獨裁的局面，由此導致文化大

革命的悲劇。就中蘇理論之爭來說，

儘管毛澤東對蘇聯以官僚、精英為

核心的政治經濟體制有看法，但他對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

德利克把中蘇的對抗

看成是「民主」與「獨

裁」兩個社會主義模

式的對立，這樣的論

斷與歷史的真實不

符。1966年毛澤東發

動文化大革命，其中

出現的個人迷信、

偶像崇拜、殘暴和專

制遠遠超過蘇聯30年

代的大清洗，與德利

克所說的「民主」社會

主義模式相距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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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專斷、提倡集體領導的精神十分惱

火，這兩者之間的聯繫對毛澤東來說

是顯而易見的。60年代由毛澤東授意

起草的「九評」為文化大革命作了理論

上的準備，「九評」的要點之一即是為

斯大林辯護。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

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類似蘇

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解體的情況在中國

發生。這場運動中出現的個人迷信、

偶像崇拜、殘暴和專制遠遠超過蘇聯

30年代的大清洗，與德利克所說的

「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相距千里。

如上所述，毛澤東作為一個農民

革命家，的確在中國革命的初級階段

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中的某些理論運

用於農業社會。但是，無論是根據馬

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還是基於「五四」

的文化傳統，中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必將是「現代化」的。「五四」傳統的進

步性在於它反對中國由來以久的排外

自大心理和近代滋生的殖民地情結，

明確主張吸收西方啟蒙傳統中的科學

精神和民主觀念，藉以對內批判封建

文化，對外抗拒帝國主義霸權，進而

探索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途徑。由於

中國共產黨在其早期發展中吸收了

「五四」傳統中的先進因素，「新民主

主義」理論的實施取得了相當的成

功，並得到了知識界的支持。但是，

毛澤東本人的反現代意識使他最終不

能接受「五四」的現代性，這一點在

50年代後期和60、70年代表現得尤為

突出：對經濟和科學發展的重視常常

被毛澤東看作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的挑戰，而自由民主的觀念則更是資

產階級的「遮羞布」。毛澤東在他最後

的二十年中所做的事，可以說是從理

論上和實踐上對以「五四」傳統為代表

的現代性，以至於馬克思主義本身的

現代性，發動全面的挑戰。具體來

說，他不僅把中國社會中的民主呼

聲，甚至黨內的不同意見，當作「階

級鬥爭」的動向而鎮壓下去，而且針

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中有關生產力

和生產關係的決定作用以及歷史唯物

主義的論述，搞出一套政治文化決定

論，或「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

命的理論」，試圖抗拒並超越現代社

會。毛澤東自以為這套理論是對馬克

思主義的發展，林彪則進一步將它吹

捧成「馬克思主義發展的頂峰」。毛澤

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將這套理

論付諸實踐，結果使得整個社會陷入

了黑暗。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一場以抗拒

並超越現代為目標的政治運動恰恰證

明了現代性在當代中國的價值。文革

時出現的登峰造極的偶像崇拜、專

制、盲信、狂熱以及新的等級和血統

觀念（或稱「階級成分論」）對人性的嘲

弄和摧殘，使我們看到「五四」批判封

建文化的目標還遠遠沒有完成，中國

社會仍然亟待確立理性、人性、自

由、民主的價值，以及維護這些價值

的體制。在這一現代化進程中，以反

抗和批判封建文化為出發點的啟蒙主

義仍然具有真正革命的意義。

然而，啟蒙主義現代性在當代中

國的價值正是德利克所不願意承認

的。應當指出，德利克的觀點在西方

激進左派和後現代理論界有相當的代

表性。這種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看法

的形成，至少與以下兩種政治偏見有

關。首先，以反叛現代主義為自己正

名而獲立言之本的各種後現代理論，

曾對啟蒙傳統作過清算，認為既然理

性、人性、正義及自由民主等「宏大

p事」已在西方的現代進程中自行消

解，這種消解便應在世界上任何一個

毛澤東在50年代後期

和60、70年代所做的

事，可以說是從理論

上和實踐上對以「五

四」傳統為代表的現

代性以至於馬克思主

義本身的現代性，發

動全面的挑戰。對經

濟和科學發展的重視

常常被毛澤東看作是

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的挑戰，而自由民主

的觀念則更被視為資

產階級的「遮羞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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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都具有普遍意義。從這一後現代

的視角觀察中國，西方左派批評家自

然把以抗拒和超越現代性為最終目

標的文化大革命看作「政治文化的典

範」6，進而忽視了中國社會特定的歷

史和文化環境，拒絕承認現代性在當

代中國的價值，因此也就看不到文革

在中國歷史上的反動性。其次，西方

激進左派以批判資本主義、維護社會

主義這一脫離歷史社會環境便毫無意

義的政治偏見為出發點，只從理論的

角度大談文革的革命性和世界意義

（文革的確打出「社會主義」的旗號和

資本主義對抗；在這個意義上，文革

世界性的直接體現並不在60年代的西

方，而在70、80年代的柬埔寨。然

而，由於某種很明顯的原因，「紅色

高棉」的殘暴已很少與其效法文革、

鏟除「資本主義」禍根的動機相提並

論），而對文革時期駭人聽聞的狂暴

和恐怖往往不�一字，或只以「囿於

歷史環境的局限，人類對解放的渴望

不可避免地導致悲劇」一語帶過7。以

上兩個錯誤的要害都在於完全以西方

為中心，無視中國的歷史經驗和社會

環境，而將文革時期的中國作為印證

西方理論的「他者」。

德利克在分析西方社會詆毀中國

文化大革命的各種原因時，曾提到東

方主義所扮演的角色：「東方主義不

承認中國社會是真正變動不居的，反

而固守一種落後的文化心態，不斷尋

找證據支持在它眼中各種僵化的中國

形象。像東方主義展現出的那種缺乏

歷史的社會，顯然無法產生世界性歷

史事件。」8德利克在這k提到的東

方主義的傳統模式自然值得我們警

惕。但是，殊不知出於不同的政治文

化偏見，中國作為西方的「他者」，

可以是神秘的、落後的、靜止不變的

東方帝國，也可以是紅色的、革命

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政治楷模。

各種後現代主義的理論的確有助於揭

示東方主義的神話，但是，如果批評

家對自身的政治偏見不作批判性的思

考，結果就很難避免東方主義的覆

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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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詆毀中國文化大革

命的各種原因時，曾

提到東方主義所扮演

的角色，這自然值得

我們警惕。但是，如

果批評家對自身的政

治偏見不作批判性的

思考，結果就很難避

免東方主義的覆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