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人說傳統史學就是一部帝王的

家譜，這當然是激憤之言，但也還是

說明了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無

論是「希臘的崇高，羅馬的壯觀」，還

是「力拔山兮氣蓋世」，在史學中佔統

治地位的如果不是帝王將相，起碼也

是叱e風雲的英雄豪傑，而升斗小民

的喜怒哀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則

鮮有「問津」。偶有記述，亦因「王者欲

知閭巷風俗」。不過，這種專記瑣細之

事雖也是為「資治」之用，卻並不能享

配「正史」的殊榮，只能被「不入流」地

稱為「稗史」。稗者，卑微者也。

卑微者的歷史當然無足輕重，芸

芸眾生的日常生活甚至根本不被記

錄。隨µ對「歷史」的深入了解，我才

體會到，在史書中有時看似「無關痛

癢」的一句話或一個抽象的概念後面，

往往事關千百萬人的悲歡離合，一生

一世。

一

1953年末實行的糧食「統購統銷」

政策，在史書中只是短短一句，至多

是分析這一政策對國家「工業化」的作

用，而這一政策對農民生活的巨大影

響則從不提及。幾年的「知青」經歷使

我感到，就人數之眾與時間之長而

言，看似「平平淡淡」的「統購統銷」對

社會生活的影響，實際超過了包括「文

革」在內的任何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

動。「統購統銷」一實行，社會立即分

為吃「商品糧」與吃「農業糧」兩大階

層，並且實行嚴格的「世襲制」。吃「農

業糧」者實際成為「二等公民」，要想成

為吃「商品糧」者，確乎「難於上青

天」，許多心有不甘者想改變身份，造

成了數也數不清的悲喜劇。

「統購統銷」一個最直接的後果，

就是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由

於沒有糧票，農民的活動半徑非常有

限。當時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

果沒有糧票，休想買到一碗粥、一個

饅頭、一兩點心⋯⋯農民進城，只能

準備充足的乾糧。若要出省，「含油」

的全國糧票更加難得，就是城t人想

領取全國糧票也要單位開「出差證

明」，農民更是想都不敢想，這使他們

的活動範圍受到嚴格限制。有親人病

重時農民最需糧票，因為若要住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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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的歷史 73城市的醫院，沒有糧票患者根本住不

進去，陪護者也無法在城t生活。為

了得到糧票以應急需，一些人只得

以高價購買原本「無價」的糧票，這種

「黑市」屢經「嚴打」而不絕，皆因這種

「非法交易」確是社會生活的需要。無

論是為了「拉關係」還是出於真誠的

同情，當年「知青」最常行的「善舉」

之一，就是給老鄉一些從家中帶來

的糧票。所以，只有廢除了糧票，才

有今日勞動力的自由流動，農民重獲

「解放」。

由糧食的「統購統銷」開始，各種

票證越來越多，這其實是經濟越來

越困難的表現。在經濟發展較好的

1964-65年，商品略為充足，票證就開

始減少，而在「文革」十年間，票證的

種類達到頂點。從雞鴨魚肉到煙、

酒、糖、瓜子、花生、粉絲⋯⋯從自

行車、縫紉機、座鐘、大立櫃到線

襪、尼龍襪、Õ生紙、打火石、火

柴、肥皂、燈泡、線團⋯⋯許多東西

只有在年節才有供應，不僅限量，而

且限時，過期作廢；而且，即便是票

證規定的東西，也只有北京、天津、

上海才能保證供應，其他許多地方連

票證規定的東西都不能保證供應。生

活是紛繁複雜的，這種簡單的「一刀

切」必然造成生活的荒誕。幾年前《北

京晚報》曾舉辦過一次「票證的故事」徵

文，不少作者都以自己的親身經歷訴

說了一個個真實、具體、生動，令人

啼笑皆非的故事。生活本身的荒誕，

有時竟超過了「黑色幽默」作家們的想

像。不過，這次徵文「正入佳境」之時

卻不知何故戛然而止，令人不勝惋

惜。好在近日百花文藝出版了一部《票

證舊事》，輯錄了一些人的親身經歷，

為那一段普通人的歷史「作證」。王春

瑜於1961年決定結婚的因素之一，是

因為婚後才有副食品供應證，憑此每

周才能買到幾塊豆腐乾、半斤豆芽之

類。費盡周折，他才湊足了票證買到

一張雙人鐵W、一把暖水瓶、一個洗

臉盆、一隻痰盂，算是置辦了「家

當」。書中還印有當時武漢市的「結婚

購物證」，規定憑證才能買到暖瓶、被

面、臉盆之類。寧宗一的小孩當時才

出生幾十天，家中唯一的一把暖瓶被

打破，生活極不方便。而一把暖瓶要

一年所發全部「工業券」，根本無法購

買，只好硬µ頭皮向鄰居暫借（鄰居也

只有一把），以渡過難關。此後，暖瓶

成了他的一種心病，生怕打破，「夜t

睡覺都變成了大喜、大悲和大驚的

夢」，不是夢見買到新暖瓶，就是夢到

暖瓶被打破。翁美英於1961年生孩子

時，街道特別照顧，給了她一張鋁鍋

票，使她µ實高興了好幾天。煙票只

發給「煙民」，但「煙民」的資格要由個

人申請、領導認可，不少人為了給親

友搞煙票也開始吸煙，不想往往「弄假

成真」，自己也因此上癮。而且，煙票

是根據職務高低分等級的，低級者不

能買高級煙。由於食油定量極緊，時

為農工的張賢亮發明的「眼藥瓶滴油

法」在農場迅速推廣。花生早成奢侈

品，時為北京市長的彭真大費腦筋，

終於在春節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

二兩。梁曉聲永遠感激他們的街道票

證員王姨，因為她的偷偷照顧，「那些

年我們比別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

豆腐」。不是過來人大概很難想像，在

當時能多吃些豆腐確可謂「恩重如

山」！如果家t要買被面或有人要添棉

衣，就要集中全家有限的幾張布票；

為省布票，有人只好在春天將棉花掏

出作單衣穿。殷慧芬的妺妺下鄉時，

舅媽買件襯衣送她，但聲明布票要

還。由於殷家一時未能還上，結果親

幾年前《北京晚報》曾

舉辦過一次「票證的

故事」徵文，不過，

這次徵文「正入佳境」

之時卻不知何故戛然

而止，令人不勝惋

惜。好在近日百花文

藝出版了一部《票證

舊事》，輯錄了一些

人的親身經歷，為那

一段普通人的歷史

「作證」。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1999年8月號　總第五十四期



74 人文天地 人反目，兩家人五年互不來往，形同

陌路。敬一丹家t要找塊好一點兒的

補丁布都很困難。當然，在所有票證

中最重要的是糧票，由於定量極少，

多數人家都有浮腫病人。何滿子當時

正在「勞改」，「餓得眼珠發綠，渾身浮

腫的人們為了幾斤糧票打死人的案

子，我就聽見過多起；還同一個因搶

十幾斤糧票和少數鈔票而在鐵路邊打

死人的死刑犯一同在寧夏中Õ縣的公

安局拘留所t同呆過」。林希、老鬼所

寫關於糧票的親身經歷，讀來都使人

唏噓不已⋯⋯當然，這些還都是城t

人寫票證制給生活帶來的種種不便，

若由農村人來寫「沒有票證的故事」，

一定更有一番悲涼。

由於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要

「憑票」，這些名目繁多的票證猶如一

條條繩索，將人牢牢束縛起來，個人

被票證的發放者、單位、街道緊緊控

制，無法鬆動。票證，不僅僅是一種

經濟措施，而且成為社會、政治控制

的手段，甚至使人在消費領域的選擇

自由都極其有限。人們往往為多買半

斤肉、一把粉絲、幾包火柴、一塊肥

皂⋯⋯而想方設法拉關係、「走後

門」，當然結果必然是社會道德水平的

普遍下降，所謂「道德滑坡」，即由此

時始。

事情完全倒了過來，原本只應在

短暫的「非常時期」才對少數物品實行

定量供應，但在長達幾十年的計劃經

濟時期卻是大多數物品都要實行定量

供應！要回想當年哪些東西不憑票供

應，還真要大費一番腦筋。隨µ改革

開放的開始和市場經濟的逐步確立，

「票證」正在退出我們的生活成歷史文

物，成為「十年浩劫使我國經濟達到崩

潰邊緣」的最好注腳，是「計劃經濟」失

敗的有力物證。

二

日常生活與政治本有一段不短

的距離，或許恰因為此，在一定要

「政治統帥一切」的「那個年代」，政治

總是「大規模侵入」、甚至要取代日常

生活。所謂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識」為

基礎，不過「常識」因太平常普通而常

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們往往不

顧常識地要壓制甚至消滅（如果可能）

日常生活。起碼，要將日常生活壓至

最低，使「泛政治」中最後一個小小的

逃避之所也不復存在。

為達到這一目的，當年硬是不顧

常識，把千百萬農民組成「人民公

社」，各家不能生火做飯，必須到「集

體食堂」吃「大鍋飯」，終釀成巨禍。農

民雖無任何高深的理論，但憑常識就

知道這一套行不通，食堂不久就不得

不解散。「公社」在低效運行二十餘年

後，最終還是不得不解散，這實際也

是農民消極抵制的結果。記得在「農業

學大寨」的高潮中，我插隊的村子也派

進了工作組，貫徹「大寨精神」，要用

「記政治分」取代「記勞動分」。就是

說，不以每人幹活的多少好壞來記工

分，而以「政治表現」，即家庭出身、

會不會「講用」等作為記分標準，明確

規定「四類份子」不論活幹了多少、幹

得多好都不能記滿分。但工作組前腳

剛離村，農民後腳就恢復了「勞動

分」，用他們的話說就是「說得再好聽

也長不出莊稼」。這，本是生活常識。

家庭無疑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所

以大辦「公社」的理想狀態是取消家

庭。這一理想當時雖然未能實現，但

十年後「文革」中的「五七幹校」卻部分

地取消了家庭。夫妻不是以家庭為單

位，而是要隨工作單位下放，往往是

天各一方。夫妻在同一單位工作，也

「日常生活」與政治本

有一段不短的距離，

或許恰因為此，在一

定要「政治統帥一切」

的「那個年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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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要取代日常生

活。起碼，要將日常

生活壓至最低，使

「泛政治」中最後一個

小小的逃避之所也不

復存在。



日常生活的歷史 75是分別住「男營」、「女營」（隨行子女亦

分住男、女營）；集體勞動、集體吃

飯，根本沒有「夫妻生活」的時間與空

間。個人的私秘空間，已經不復存

在。一旦失去私秘空間，個人的一切

都被徹底暴露，如此權力者才有一種

安全感。

與此同時，意識形態在全社會範

圍內對日常生活的滲透幾乎達到無孔

不入的地步，甚至直接用赤裸裸的暴

力「大破四舊，大立四新」。那時，不

少私人通信的開頭和報紙文章一樣，

不是「首先讓我們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

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就

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

然後才是個人的「私事」。有些地方甚

至規定買賣東西時顧客和營業員都要

或先「敬祝」或先背誦一段「最高指

示」，然後再談「買賣」。自然而然的日

常生活語言，就這樣為一種刻意製造

的意識形態語言所強暴。「文革」結束

不久轟動一時的相聲《如此照相》，就

是這種情況的真實寫照。那時每人每

天都要參加各有幾十分鐘的「早請

示」、「晚匯報」，站在毛主席像前以各

種集體儀式「表忠心」（沒有工作單位或

上學的必須參加街道「居委會」組織的

「請示」、「匯報」）。葛劍雄在1968年冬

得了急性闌尾炎，住院開刀後的第一

天早上經過說明被免去「早請示」，但

當晚還是被迫到「忠字室」作「晚匯

報」，以後的「請示」、「匯報」自不能

免。每次在「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後還要讀大

段毛主席語錄、唱多首頌歌，差不多

要二十多分鐘。可憐他每次只得盡量

張大嘴（表示唸、唱）但壓低聲音（減輕

腹部震動），同時將右手按在刀口上減

輕疼痛，幸得醫生照顧以「刀口發炎」

免去了跳「忠字舞」。在那十年中，人

們的日常娛樂只有幾部乾巴巴、進行

政治說教的「樣板戲」，一切非「樣板」

的都被嚴禁。人們的髮型、頭髮長短

都有嚴格限定，梳妝打扮、塗脂抹粉

統統是「資產階級⋯⋯」。服裝是日常

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穿衣戴帽，各

有所好」，原應最個性化、最豐富多

彩，但在「全面專政」的年代卻成為「管

制」最嚴的領域之一。服裝的式樣、顏

色只准有單調的幾種，褲角的寬窄有

嚴格的限定，寬不能超過幾寸，窄不

能少於幾寸，µ裝稍微艷麗、稍有不

同就是「奇裝異服」，是「資產階級生活

方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要受

到嚴厲批判。1966年「紅八月」在一夜

之間滿城幾乎都是「黃軍裝」，而這，

卻是以駭人的血腥與暴力實現的。透

過服裝史研究，透過日常生活史研

究，人們對這背後的權力、暴力是如

何對日常生活進行宰制的過程看得更

加具體、生動、透徹。

「文革」結束，日常生活一點一點

恢復，當然並不完全順利。在西方音

樂被禁十幾年後，廣播中第一次播出

了貝多芬的「熱情奏鳴曲」，但前面必

須說明「這是偉大革命導師列寧生前非

常喜歡的樂曲」。喇叭褲、牛仔褲、

「迪斯科」的出現都曾一而再、再而三

地受到批判、禁止。於是，人們不得

不論證中國在唐代就有喇叭褲，所以

是「民族的」而不是「西方」的；牛仔褲

最初是「美國勞動人民」的服裝，而不

是「資產階級」的；「迪斯科」是源於非

洲黑人的舞蹈，而不是現代西方沒

落、頹廢的表現⋯⋯今天，這一切無

疑令人啞然失笑，因為生活本身就是

「理由」，不需要另一種「更高」的辯

護。但在當時，這卻是為日常生活進

行的一種必要而莊嚴的辯護。因為面

對一種意識形態對日常生活的長期侵

「文革」結束，喇叭

褲、「迪斯科」的出現

都曾一而再、再而三

地受到批判、禁止。

於是，人們不得不論

證中國在唐代就有喇

叭褲，所以是「民族

的」而不是「西方」

的；「迪斯科」是源於

非洲黑人的舞蹈，而

不是現代西方沒落、

頹廢的表現⋯⋯今

天，這一切無疑令人

啞然失笑，但在當

時，這卻是為「日常

生活」進行的一種必

要而莊嚴的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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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辯護。

「常識」凡人皆有，確不足貴，然

而一旦「缺乏常識」，日常生活就會變

得異常荒誕、可怕。日常生活的變遷

史，就是芸芸眾生的喜怒哀樂史。

三

不過，要讓芸芸眾生進入「歷史」

談何容易。「一將功成萬骨枯」，青史

留名、進入歷史的只是「一將」，而那

荒郊野嶺的纍纍「萬骨」只能無名無姓

地任「草沒了」，無法進入歷史。在某

種程度上說，沒有「文獻」就沒有「歷

史」；或者說，「歷史」是由「文獻」形成

的，因為無徵不立是歷史學最基本的

學術規範和起碼要求，然而，某種「歷

史的局限」卻也因此而生。

日常生活紛繁複雜，許多方面難

以形成文獻，有時即便有「文獻」，也

因「平常」而習焉不察、未加重視，更

未作為「史料」保留。如1972年初，中

美關係開始「解凍」，與此前的「全封

閉」相比，來華的外國記者人數猛增。

時處「文革」時期，正「狠抓階級鬥

爭」，「敵情觀念」極強，於是各單位、

居委會都組織全體人員學習、熟習與

「外賓」接觸的有關規定。筆者當時從

農村回城探親，也與其他「知青」一起

被招到居委員開了半天會，學、背這

一規定。其中一條規定，如外賓到某

商場時，該商場所有商品可不「憑券」

暢開供應，但中國居民買後不得離開

商店，要等外賓走後再到櫃台將貨退

還。據傳達說，曾有人乘外賓在時買

了好幾雙尼龍襪（當時買尼龍襪要「工

業券」，買線襪要「線票」，這些券票的

發放量非常少）就想走，但在門口被有

關人員攔住，後來襪子全退不說，還

通知了工作單位，受到處分。「規定」

對外國人可能提出的種種問題都提

供了「標準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

有必要」；「五七幹校」、「上山下鄉」是

「大有好處」或「很受鍛煉」；有關工

資、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

「夠用」。我記得，各種問題中只有家

庭人口的答案是「可如實回答」。當時

就流傳這樣一個「故事」，說有外賓問

一老頭家有幾口人，這位老人生怕答

錯擔不起責任，一時緊張，像在居委

會「考試」一樣慌忙回答：「可如實回

答」，弄得外賓莫名其妙。若仔細研

究，從這一紙「規定」中可以看出當時

的「夷夏之大防」、控制之嚴密、宣傳

的伎倆、經濟的衰敗⋯⋯同時，對不

少外賓回國後對「文革」中的中國那種

到處「鶯歌燕舞」的熱情報導，也就可

以理解了（但如今卻有國人為「學術創

新」而將此類報導作為「文革」乃「真民

主」一類的論據）。這一紙「規定」當時

廣為下發，但大家都是背完就扔，筆

者現在突感其重要，問過許多人，竟

無一人（包括筆者在內）將其保留。日

常生活的許多「文獻」，往往就是這樣

喪失的。

更嚴重的是，有些存留的「文獻」

與「生活」實際正好相反。當年「知識青

年」上山下鄉，絕大多數都是想方設法

留城不成後被迫而去，臨行的場面哭

聲一片，淒淒慘慘。但每批「知青」下

鄉時都要組織一個盛大的「場面」，敲

鑼打鼓、紅旗招展，胸帶大紅花、手

捧「紅寶書」在毛主席像前宣誓表決心

紮根農村一輩子⋯⋯於是，報紙上的

圖片和文字報導，新聞紀錄片中全是

這種「盛大」的場面，而真實的淒慘根

本無人敢記錄，因為這是「破壞上山下

鄉偉大戰略部署」，這在當時不僅罪可

「文革」時期，「敵情

觀念」極強，於是各

單位、居委會都組織

全體人員學習、熟習

與「外賓」接觸的有關

規定。當時流傳這樣

一個「故事」，說有外

賓問一老頭家有幾口

人，這位老人生怕答

錯擔不起責任，一時

緊張，像在居委會

「考試」一樣慌忙回

答：「可如實回答」，

弄得外賓莫名其妙。

可以看出當時的「夷

夏之大防」、控制之

嚴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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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就這樣完全為「虛假的盛大」所取

代。歷史留下的，就是這種「盛大」。

同樣，當年「知青」在招工、招生、

參軍時「走後門」更是司空見慣，甚至

「無所不用其極」。不過，走完「後門」

卻都還需要完備「正常」的手續，所

以若查檔案，群眾推薦、表現優秀、

基層組織審查批准⋯⋯各種「合法」手

續一應俱全。檔案是歷史研究中最重

要的文獻，如果以檔案為準，就會得

出當時基本沒有「走後門」的「歷史性」

結論。「歷史」，往往就是這樣形塑

的。

看來，在「檔案」文獻之外，可能

還有另一個「歷史」。

四

這種只有「宏大述事」的歷史觀，

自然引起了一些史學家的不滿，胡適

便是其中一位。他在1930年擬就的

《上海小志序》中寫道：「『賢者識其大

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這兩句話真是

中國史學的仇敵。甚麼是大的？甚麼

是小的？很少人能夠正確回答這兩個

問題。朝代的興亡，君主的廢立，經

年的戰爭，這些『大事』，在我們的眼

t漸漸變成『小事』了。《史記》t偶然

記µ一句『奴婢與牛馬同欄』或者一句

女子『躡利屣』，這種事實在我們眼t

比楚漢戰爭重要的多了。」因為從中可

以引起諸如漢代的奴隸是如何生活、

婦女纏足由何而起等有關時代社會生

活的問題。「這種問題關係無數人民的

生活狀態，關係整個時代的文明的性

質，所以在人類文化史上是有重大意

義的史料。然而古代文人往往不屑記

載這種刮刮叫的大事，故一部二十四

史的絕大部分只是廢話而已。將來的

史家還得靠那『識小』的不賢者一時高

興記下來的一點點材料。」

幾乎與此同時，一份名為《經濟

社會史年鑒》的雜誌於1929年在法國

斯特拉斯堡大學誕生，提倡一種新的

歷史學。經過幾代人數十年不懈努

力，年鑒學派終於蔚為大觀，成為當

今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

與µ意於歷史「短時段」、µ意於

傑出人物與驚心動魄的「事件史」研究

的傳統史學不同，年鑒學派注重人類

生活的「長時段」，µ意於日常生活與

習俗，認為這才是歷史中最重要、最

持久的因素。年鑒學派使日常生活成

為歷史研究的主體對象，強調歷史學

家必須擴展自己的視野，從檔案的限

制中解放出來，利用人類的一切創造

物作為自己的史料。從這種「史觀」出

發，一磅胡椒的價格、一紙通知、一

個項圈⋯⋯這些過去無價值、不保留

的「材料」，現在都獲得意義，都成為

重要的「史料」。

日常生活終由「稗史」成為「正

史」，「識小」者未必不賢。這種轉變，

意義µ實不菲。

「早歲那知世事艱」。或許，只有

在「當拏雲」的「少年心事」漸消之後，

我們才會注意到轟轟烈烈、變幻莫測

的歷史風雲背後那平淡無奇、日復一

日「長時段」的日常生活；只有在經歷

過日常生活受到嚴厲干涉、粗暴侵

犯的日子，我們才知道、才能體會到

日常生活的重要，甚至是那樣地值得

珍視⋯⋯

雷　頤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

所副研究員

年鑒學派使「日常生

活」成為歷史研究的

主體對象，從這種

「史觀」出發，一磅胡

椒的價格、一紙通

知、一個項圈這些過

去無價值、不保留的

「材料」，現在都獲得

意義，都成為重要的

「史料」。「日常生活」

終由「稗史」成為「正

史」，「識小」者未必

不賢。這種轉變，意

義P實不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