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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的政治與被承認的期待

十年前，《今天》在海外復刊的首期上刊登了多多的一首詩《居民》1：

他們在天空深處喝啤酒時，我們才接吻

他們唱歌時，我們熄燈

我們入睡時，他們用鍍銀的腳指甲

走進我們的夢，我們等待夢醒時

他們早已組成了河流

在沒有時間的睡眠O

他們刮臉，我們就聽到提琴聲

他們划槳，地球就停轉

他們不划，他們不划

我們就沒有醒來的可能

這首詩憂鬱的、幾乎是宿命的基調當初給我留下了很深印象。現在看來，它所

表現的也許是某種當代中國知識份子集體心理的症候。如果我們把這k神秘

的、不可知的「他們」置換為「西方」，這首詩就立刻失去了它的「朦朧」色彩。事

實上，在這個真實的或想像的「西方」的注視下，無論是作為「流亡文學」的「朦朧

詩」還是包括「朦朧詩」的「流亡文學」都失去了任何審美層面上的迴旋餘地。也就

是說，這k的「我們」不但沒有醒來的可能，而且在夢k也是不自由的。它們都

時刻面臨¬變成西方意識形態的感傷註腳的命運。

十年後的今天，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許多人覺得不可思議，甚至忿

忿然。其實，稍加思考，就會發現這本是一個合乎邏輯、大可預料的結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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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國內外也有人為高的獲獎拍手稱快，謂之「自由的勝利」（余杰），「流亡的勝

利」（楊煉）。這有些借題發揮、湊熱鬧的嫌疑，因為高的獲獎同「自由」或「流亡」

也實在沒甚麼關係。然而唯其如此，這個「獲獎事件」的含義就變得既簡單又複

雜，既無聊又有趣。高行健去國以前的文學成就，經歷過80年代的中國作家和

文學研究工作者（包括本人在內）都還記憶猶新。但諾貝爾獎所針對的並不是那

一時期的作品。對他在法國期間的創作，絕大多數人（也包括本人在內）所知甚

少。沒讀過他的近作當然就不能談論它們的文學價值。所以以下談的只是「獲獎

事件」，高行健的作品如何不在討論範圍之內。

某些中國作家和批評家對諾貝爾獎的一廂情願的「苦戀」，可看作是「新時

期」以來尋求西方承認的當代中國集體情結的一個喜劇版。然而也許是太習慣於

「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即冷戰的最後一個十年）西方給予中國的讚許、期待、

含情脈脈的注視，人們常常忘記了世上本有兩種承認：一種是期待甚至乞求被

接納的承認，其目的是希望他人認為我們與他們沒甚麼不同；一種是改變主體

間政治格局的承認，其目的是迫使對方正視、理解、接受和尊重一個與他們不

同的「他者」並學會與之共處。前者是自我的消解；後者是自我的伸張。現在，

第一個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是在六四前就移居西方，六四後宣布與「專制

的中國」一刀兩斷、目前是法國公民的高行健，而不是一個大陸或港台作家，這

個事實固然是澆在熱衷於得到西方承認的國內知識份子頭上的一盆涼水（也許除

了那些覺得已經在思想上進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自由主義者」），但它卻可以提

醒人們，趣味和審美判斷同「承認」一樣，首先是、最終還是一個價值問題，一

個政治問題。

有意思的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往往把承認的施與者（西方，或「自由民主」

的發達資本主義國際社會）想像為一個中立、理性、包容的普遍性體系，一個

「將來」在「當下」的體現。五十年前有一句口號：「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

如今蘇聯已成為過去，但只要把主語換成「美國」，這個口號依舊是一些中國知

識份子的「政治潛意識」。但「自由民主」或「開放社會」真像人們信以為真的那樣，

可以平等地承認和包容他者和異己嗎？在此，我們不妨簡單提一下二十世紀政

治哲學大師施米特（Carl Schmitt）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的分析。在《議會民

主制的危機》（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一書中，施米特寫道2：

任何實質性的民主制度都立足於這樣一個原則：地位平等的人之間才有平

等；地位不平等的人之間絕沒有平等。因此，民主制度首先要求的是內部

的同質性；其次，只要形勢需要，它就會要求排斥和清除異質性成分。

這就是說，在施米特眼k，自由民主政體視為普遍法律的東西，在更為根本的

意義上立足於不同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先於法律。一切

基於法律和「普遍性」的政體的首要問題是其內部的整一性和排他性，而不是普

遍的平等、自由和民主。它關心的首先是如何通過一系列「敵」與「友」的辯證法

來確認自身存在的政治意識，而不是將異己成分包容在民主的法律制度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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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說，內部整一性和排他性是任何民主政體存在的前提。只有事先以政治手段

確立了社會內部的整一性和排他性，民主才能以「普遍法律」的形式存在。施米

特思考的特殊歷史現象是德國魏瑪共和時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脆弱性。但在資本

的全球化時代和西方民族國家體系向全球帝國形態過渡的今天，他對自由主義

和民主制度的理論上的挑戰獲得了新的意義。

高行健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反映出西方在如何接受

和承認當代中國文學問題上的考慮。應看到，對中國文學的接受和承認同對當

代中國的接受和承認是無法分割的，這表現在諾貝爾獎對地域、語言、種族和

文化的考慮。這種考慮在「純文學」的範圍之外，否則今年也沒有任何必要和理

由在三個中國作家之間選擇。這種考慮當然包括對所謂輿論壓力的回應。而一

些熱衷諾貝爾獎的中國作家、學者和文學愛好者，事實上也一直在拿諾貝爾文

學獎歷史上沒有一個中國作家來作文章。高行健得獎消息發布後，海外媒介和

國內網絡都有「中國人首次獲諾貝爾文學獎」、「零的突破」等炒作。它們所反映

的那種本能的、中國本位的欣喜也只是表明一種普通的中國人期待國際承認的

心理。這k就出現了一個悖論：中國知識份子和普通公眾對西方承認的期待，

是基於對當代中國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肯定性衝動。換句話說，是

一種對自身獨特價值的肯定。但這種自我確認的最終形式，又必須在一種超越

特殊性的普遍性層面上才能實現。而在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和價值體系內，

普遍性價值的立法權、解釋權和授予權又幾乎完全由一個特殊的政治和生活方式

群體（即西方）支配。於是，對特殊的自身價值的普遍性意義的追求，在普遍性話

語的特殊結構中走向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讓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企圖無形中造

成的結果是，中國文學似乎只能以世界市場的時尚和標準被消費和「接受」。

但高行健獲獎比這個問題更進一步。儘管高本人一再試圖在自己和「中國」

之間劃清界限，但所有人（包括他本人）都明白，沒有甚麼人會對作為一個「普遍

的、自由的個體」的高行健感興趣。人們只會對一個具體的、特殊的、在特定制

約中作出特定選擇的高行健有興趣。也就是說，高獲獎的必要條件和根本前提

是他的中國背景。但這並不構成他獲獎的充分條件。而這個充分條件，形而下

言之，是高的作品是否投合瑞典皇家學院評審委員會充滿偶然性甚至武斷的趣

味和程序；形而上而言，是高的「中國作家」身份是否是西方主流價值觀、意識

形態和政治理念能夠接受和希望看到的「中國作家」。一年一度的諾貝爾文學獎

以及形形色色、不計其數的西方文學獎、電影獎、學術獎，在總體上形成了一

部嚴絲合縫的意識形態機器，當它們針對非西方世界時，做的就是這樣一個甄

別、篩選、分類、定性的工作。它的核心，就是在告訴人們，甚麼樣的作品或作

者可以被接受，而甚麼樣的作品或作者應該被排斥。高行健的作品無論好壞，都

是次要的問題。關鍵問題是他代表了一類特殊的、可以被西方接受的「中國作

家」。他的獲獎，是西方價值觀念及其文化生產機器「承認」當代中國文學這個「他

者」方式的一個示範。這種承認的方式與中國期待被承認的方式沒有任何邏輯上

的對話或「交流」，因為它是按照自己的內在需要來製造出「他人」的。而高行健作

為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是這樣一種（西方）自我世界內部的「他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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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獲獎之所以平淡無奇，就在於它是這個西方的全球文化評審機制的又

一次合乎程序和正統的例行操演。而200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不同尋常的戲劇性，

不過是來自這個影子中國作家同他所暗喻的生活世界實體之間若即若離的關係。

但如果以高行健不代表當代中國文學創作的最高水平為由詰難諾貝爾文學獎的

「合法性」，就未免失諸天真。因為該獎的「合法性」來自且僅僅來自它所基於的價

值、政治和趣味共同體的內部程序。在這個意義上說，像高行健這樣寄生在西方

自我世界內部的「影子他人」也許是一向拿中國頭痛的西方的唯一選擇。如果美國

對華政策的不協調和聲可以像諾貝爾獎評審那樣找到一個高行健式的解決，或許

就不用再在「接觸」和「遏制」間痛苦搖擺了。看來現實政治的衝突要比文化空間的

想像性構造棘手得多。但這也就表明想像的和諧只能停留在想像的世界k。

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所引起的爭論和衝突，在表面上看頗為無聊。因為

中國文學界既然看不上高行健和選擇了高行健的諾貝爾評審機構的眼光，就完

全可以也應該對這一事件置之不理，因為西方某個機構的評獎結果同當代中國

文學創作和評論可以說本來就毫無關係。假設中國的茅盾文學獎授予了一個在

中國政治避難的美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大概除了幾個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會出

來罵幾句之外，沒有任何美國作家或批評家會把它當一回事。但高行健獲獎在

中國文人知識份子間激起的種種衝動，並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整個中國文化界過

於眷戀或在意西方的注視。從深層上講，它揭示了承認的政治中的一個核心問

題，即不同的政治、價值和文化共同體之間的既試圖相互包容、又不得不互相

排斥的競爭關係。這k不妨再提一下施米特對民主政體的內在悖論的看法。在

他看來，民主政體的首要問題並不是把「自由、平等」的法律程序推廣到所有的

人，而是如何形成內部的團結。在這一點上，民主政體同其他政體並無不同。

而任何政體內部政治團結的形成，都源於對其自身根本利益和價值的共識。這

個共識的形成過程不是一個抽象的形式或「民主程序」問題，也不是一個哈貝馬

斯式的「理性交往」過程，而是一個實質性的社會經濟利益的衝突、磨合過程。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優先於法律的政治過程。在沒有形成「根本利益和價值上的

可以接受的安排」的群體間，程序民主的法律形式自身都難保，遑論為國民全體

或人類提供自由和平等的保障。（從魏瑪共和國被納粹通過民主程序「合法」地顛

覆，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置聯合國憲章和國內外的反對聲音於不顧，單方面打

¬「普遍人權」的旗號在南斯拉夫狂轟濫炸，「自由民主」體制的自相矛盾之處和

脆弱性有目共睹。）而政治思維的核心，不是尋求普遍真理，不是請客吃飯或發

這獎那獎，而是分辨「朋友」和「敵人」；是為肯定自身價值而戰的決心。這就是

施米特著名的政治哲學上的「敵我論」。它告訴我們，任何價值和政治體制，都

依賴於一個內在的「排他」機制來獲得其「包容性」；而「民主」政體同樣需要在把

一部分人包括進來的同時把一部分人排斥出去。

在資本全球化和西方「自由民主」政體視自身為終極性的「世界歷史潮流」的

今天，中國與廣義上（即文化、價值和政治共同體意義上）的西方的「非敵非友，

亦敵亦友」的模糊關係，決定了中國作家得諾貝爾獎這樣的事情必然成為兩個不

同的「政體」間伸張自身價值觀、侵蝕和囊括他人價值領域的鬥爭中的小小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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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如此看，國內多數人對高獲獎不以為然，是對「西方」以自身趣味或理念為

尺度排斥當代中國文學和文化主體的選擇機制的一種本能反應。而這種反應的

表現形式，就是將體現他人的「承認的策略」的高行健再一次（即象徵性地）從「中

國」這個文化、價值和政治共同體中排斥出去。高行健於是成了價值和政治領域

k的「領土爭端」中一個無足輕重的符號，這大概是他本人和挑上他的諾貝爾獎

委員會都始料未及的。

遙想本世紀初，青年喬伊斯（James Joyce）離開了愛爾蘭，此後除了一次回

國奔喪，終生輾轉歐洲大陸。這位畢其一生寫都柏林的作家既沒有原諒祖國的

「精神癱瘓」（moral paralysis），也沒有原諒她的殖民者，即以自由民主文明的宗

主自居的大英帝國。從一個愛爾蘭人的角度，他看到的是英國在他的國家「煽風

點火製造分裂，趁火打劫巧取豪奪」（enkindled its factions and took over its

treasury）。作為一個漂泊歐洲的愛爾蘭作家，他以「沉默、流亡、狡詰」（silence,

exile, cunning）為自己的人生座右銘3。這六個字表明了作家同環境的格格不入

的緊張關係和警醒的自我意識。正是這種精神上的獨立性使得喬伊斯的文學世

界同一個受壓迫民族的政治、文化命運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也使他的寫作

在意識形態層面上超越了抽象的個體存在，超越了以「普遍性」自居的布爾喬亞

流俗。喬伊斯終生與諾貝爾獎無緣，儘管如今他的《尤利西斯》（Ulysses）、《青年

藝術家的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都柏林人》（Dubliners）

早已成為世界文學的偉大經典，而喬伊斯這個愛爾蘭人也被視為二十世紀英語

文學最傑出的作者。

我們並不能因喬伊斯的作品最終被西方主流文化接受而說這些作品無非是

反映了西方主流價值，因此對中國文學來說是「非我族類」。事實上，近代以來

中國的文化意識、價值觀念和政治理想，從來都是同世界範圍內的進步和反抗

性的社會思想和文化運動聯繫在一起，並從近代西方的革命性變革中不斷獲得

自我更新的靈感。作為一個文化歷史上的大國，中國文化的自我確認從來不是

對某種獨特的文化本質的追求，而是對一種具有普遍性蘊涵的文化、價值和社

會制度的探索。在這一點上，當代中國文化政治又必然同西方社會內部「弱勢群

體」爭取平權的「身份的政治」（identity politics）有所不同。我們要反對的是中西

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關係和無視他人自身價值認同的霸權心態，而不是這種文

化交流本身。但我們必需承認，這種不平等關係和霸權心態在一定程度上已被

許多中國文人和知識份子吸收並「內在化」。所以我們自己在這場價值的衝突

中，並不僅僅是清白無辜的受害者。同樣，我們也應看到，西方文化作為當今

世界的主導文化，它本身也在不斷地「非地域化」，不斷地吸納和消化種種異質

性的成分，並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成為一個容納多元化、民主化、大眾化、個性

化的空間。這種發展趨勢為當代中國文學、藝術和思想生產提供了一個相對有

利的文化和政治空間。它使當代中國文化有可能以積極的、自我肯定的姿態參

與到新的世界性文化民主的創建過程中去。在這個意義上，當代中國文化和知

識界必須在「西方文化政治」和同屬於多元化世界文化的當代西方文化本身作出

明確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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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80年代後期以來的所謂「中國流亡文學」，不難發現，它的存在幾乎完

全處於西方文化意識形態霸權和體制的庇護下，直接或間接地服務於政治的需

要。這不但是路人皆知的現實，而且已經「內化」為許多「流亡作家」的想像方式

和思維方式。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中體味和歡呼個體性和寫作自由，實在是對自

由和個體概念的絕大諷刺。這一現象和問題當然絕不限於海外中國「流亡作

家」。於是「流亡」在這個語境k變成一個有趣的隱喻：向幻想中的「歷史普遍性」

的勝利逃亡。一旦當代中國作家或藝術家以「流亡」或「個體」的身份與當今世界

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權力體系相認同，心靈自由和創造性這樣的現代主義神話就

在社會現實的物質關係k走向它們的反面。在語言層面上，這意味¬多義性或

歧義性的喪失。在風格層面上，則是反諷變得日益不可能了。對當代中國現實

的激烈否定與對西方主流觀念的簡單肯定變成了單調而不容置疑的同語反覆。

當反抗的文學將自身的合法性和真理性建立在後冷戰時代的「普遍性」話語的基

礎上時，寫作的「自由」和「個體」的修辭就成為新的意識形態桎梏的絕對形式。

高行健的文學地位還有待歷史評判，但他作為首位以中文寫作而獲諾貝爾

文學獎的作家的「地位」已是事實。這個地位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而只能以

其他獲獎作家作參照。這樣看來，第一個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作家，大概是在賽

珍珠（Pearl Buck）和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之間。這多少令人感

到可悲。我們只能期待高行健的文學創作本身能走出歷史決定的魔圈。高行健

80年代對風格實驗和形式創新的追求為他在當代中國文學史上贏得了一席之

地，但在「後現代」時代，形式和風格早已失去了它們內在的審美純粹性和政治

激進性。商品拜物教的時代也是主流意識形態無孔不入的時代。逃離了所謂的

「專制的中國」就意謂¬抵達自由的彼岸了麼？在錯綜複雜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中，高行健將自己定位為在西方的天空下的自由個人。這令人感到無法對他的

那種「一個人的聖經」式的寫作抱有太高的希望。但若高行健的那個孤伶伶的「自

己」真能擺脫對種種政治和意識形態表象的依附而達到某種藝術的自律狀態，它

的寫作也就必然是民族的，因為捨此並無通向「普遍」的捷徑。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說，對於一個作家來說，重要的不是他說了甚麼，而是他寫了甚

麼。作為一個還沒有讀到他近作的職業文學研究工作者，我個人對作家高行健

的善意的祝願，就是他已寫和要寫的同他所說的和不得不說的並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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