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美、時髦的話語演出

全球化，已經是商業巨子指點江

山的宏圖大志，已經是生產線上藍領

工人的競爭壓力和就業機會，它也通

過電影電視、牛仔褲和炸雞腿、水墨

畫和高峰會上的對襟褡袢襖成為世界

各地軍政要人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

活。每當我坐火車受氣，或者收到電

信部門的虎豹霸王花發來的無理收費

通知或者隨意改號指令時，就會詛咒

他們：只有多幾家自由競爭的企業來

擠扁你的頭，你才會把我當上帝。

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全球化。

反全球化的革命群眾正毫不猶豫地利

用全球化的通訊手段、跨國組織模式和

經濟網絡。從西雅圖的不眠之夜、標

語口號到熱那亞八國峰會期間飛向麥

當勞的雞蛋和石塊，各種經濟利益集

團和不同思想出發點的人忽然很奇怪

地集結到一個色彩斑駁的旗幟下。這

當中既有美國勞聯產聯的正宗無產階

級，又有引吭高歌、雄踞東西方大學講

壇的左翼知識份子。看看這「全世界反

全球化者聯合起來」的意思，還真有點

炸焦肯德雞，加快地球轉動的氣勢。

反全球化在哪1最時髦？在中

國——在中國的人文領域和文化知識

份子圈子中。

寫文章說事，大多是這樣開頭

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下，張三還

堅守E這樣一份獨特的情懷和志氣，

是多麼的艱難、多麼的⋯⋯呀。」有

時，也許來點機智煽情、有點文采的

反問。我來學造句：「代表我們文化的

核心和明日曙光的，不是李四這民族

魂靈的泣血謳歌，難道是麥當勞文化

生產線上的速成品和哈日一族沒心沒

肺的低吟淺唱嗎？」

但是，在全球化的確波濤洶湧得

如滾滾紅塵的西方，左翼知識份子的

聲音也許還有點潑涼水的勇氣和滴酒

不沾的清醒。在我們這1的人文知識

份子話語圈1，卻讓我看到一種如此

時髦，如此眾口一詞，如此高歌猛進

的順暢話語流。說實話，我再次感覺

到有一點怪怪的。

有些朋友描繪的那個風景似乎跟

我自己對身邊生活的感覺不大一樣。

他們跟我說中國落後就賴全球資本主

義的混蛋秩序；賴攪起金融風暴，搞

得周天寒徹的資本大鱷魚；賴跨國公

司的寡頭和美國的霸權主義。可我看

到的腐朽落後還沒這麼高檔次。看看

南丹礦區的主子黎東明，再聽聽說一

不二、視人命如草芥的大小莊主的豪

言壯語，再看看不該出手時也出手，

隨意打擊異己、濫砍（樹、人）濫罰

（錢）的李長河、馬向東們，這些人不

過是封建皇帝的隔代遺傳和各色農民

起義山大王的當代版。他們似乎是從

電視劇《水滸傳》、《太平天國》、《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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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中直接走下來的角色。那些割去

農民李綠松舌頭和把警察杜培武打成

殺人犯的大俠充其量也就是封建殘

餘、文革餘孽，是大大小小山寨子下

來的黑社會。

話語表演不能以故意扭曲中國的

歷史或精心掩蓋遮蔽中國現實為手

段。中國的基本事實是很難掩蓋的，

我們沒那麼全球化，中國社會內部都

出現各種經濟的隔絕、意識形態上的

分裂，很多地方絕對是強有力的中國

特色，這些是一目了然的。我多次強

調，中國只有前現代問題，沒有後現

代境遇。我們的主要威脅不是全球

化，而是思想文化和自然環境的沙漠

化。

我們的一些知識份子營造了一個

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對立，但是有時這

恰恰遮蔽和扭曲了中國本土的現實。

理論家能夠靠E搬運話語、翻炒話語

就有資格俯瞰自己腳下的人生嗎？我

們的一些藝術家、文藝理論家把自己

放進生活了嗎？我看有的朋友是「人在

漢營心在曹」，正好扮演了美國、法國

的反抗者身份，承擔了西方知識份子

的批判職能。他的話語放到美國、法

國去正好是清醒、刺激的。「他覺得他

的批評實在是利於美國的健康發展

的。當今世界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

都需要大家去共同關心，共同努力。

知識份子的關懷不是為了一己私欲，

而是放眼世界。」

一張-上幾樣夢：
誰的反全球化？　

強調一種共同規則、強調自由競

爭和共通人性的人們對全球化的態度

一般較為積極；而那些自認為正統馬

列毛的朋友，往往以「我為民族鼓與

呼」來自我定位，這些人士比較注意強

調全球化、後殖民主義對中國社會的

政治經濟衝擊和文化威脅。「正統馬

列」們還呼籲為中國的文化和思想建設

成就設防。

這就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和話語情

景：充滿了分裂和錯位。這一回，反

全球化話語在價值取向和實際政策的

訴求上是與當前佔主導地位的國家政

策運行相左的，而它與官方權威話語

的老牌經典意識形態中的民族主義、

國家主義觀念又比較合拍。

在全球化問題上，人文知識份子

與搞經濟理論的知識份子又有態度上

和價值取向上的很大不同。電影理論

中就有人十分聰明、時髦地提出了「東

方美學」。至於自然科學理論領域，還

沒有聽說要搞民族物理學和有中國特

色的天文學的。還好。

就我觀察，反全球化的中國說法

大約有幾個構成元素：民粹思想與後

殖民話語的混合，對西方左翼話語的

選擇性移植和改裝生產，文化大革命

情結的當代復活，對文化的固定理解

和崇高化帶來的清高和執E。

我並不想在這1疏理這些關係，

而是想強調中國現實和話語的複雜、

纏繞、糾結。有許多事實我們還不能

直面，有許多理論我們還不能將它僅

限制在學術範圍內進行自由的討論。

但我們要承認這些。在中國的一本看

上去與國際左派話語十分接軌的雜誌

上，也有學者點出了其中的許多錯

位。溫鐵軍先生說：「誰在反對全球

化？中國的國民是要求市場化、全球

化的，只是少數內外壟斷集團在阻

礙。」

在此情況下，有些中國知識份子

也過份熱衷於一種為了說不而說不的

話語秀就多少有點不合適。就悠久的

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產生的自豪感與「我

家自古全都有」的大陸心態而言，中、

法兩國的知識份子有十分相似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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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很容易談到一起去。但今天我們

有些學者的那份靈巧和設計精密，那

份顧左右而言他的作秀意識，那份從

義憤填膺到低眉順眼的快速切換，是

福柯（Michel Foucault）這樣的法國知識

份子在鼓吹文革思想時完全不懂的。

我們忘記了自己當初是如何在批判的

武器面前退避三舍，找到了既安全又

鮮花盛開的話語表演場地。在全民族

因精神震撼而失語之際，我們的很多

人得意於用激揚抒情的花腔高音來說

廢話，從此走上了旱地拔1、凌空飛

翔、俯瞰現實在空中做話語表演的雲

端高路，也全不在意那話語表演場上

還長E些毒蘑菇。我還有點胡亂揣

測，由於對思想上的路徑依賴和自我

欣賞的陶醉，有的人成了自己話語的

人質。調子唱高了，與國際思想學潮

接了軌，與傑姆遜（Fredric Jameson）這

樣的左翼教授成了老朋友，於是檔次

上去就下不來了。根據我看到的文

字，那也是一位元文化大革命崇拜

者，雖然遠隔萬水千山，從沒享受過

群眾專政的洗禮。

可這一類話語表演有可能對中國

現實形成比較大的扭曲作用，把中國

許多一目了然的現實關係和感覺層面

的痛苦經驗改造成他們嘴下的另一個

自由王國。某些中國出口到美國去的

「正宗馬列毛主義」教授，為了勝任中

國文化專家的聲名，就用話語塗抹了

一個中國現實。這種話語煙幕有可能

覆蓋在中國的生活之上，造成巨大的

虛空甚至假像。有許多時候，聽一些

朋友說話簡直覺得恍若隔世，讓人覺

得他們是從銀河系以外來的。《妖魔化

中國的背後》的作者之一在別人問起他

是否當真不知道中國過去和現在的實

際特色時，就明確地說自己說話只能

考慮自己在美國的生活和職業圈子中

的作用。原來，這位先生是在那1當

教授建設精神文明。

與很多知識份子的描述有很大不

同，大眾的本能卻是務實的、物欲

的、喜好追趕潮流的。我看到，反對

國際資本的大學者在跨國資本家撒過

來些許散碎銀兩舉辦個把讀書看報獎

時沒有堅持不就，也還是照樣奮勇向

前。

我琢磨，中國的反全球化話語可

能還富於一種「革命情結」。我們潛意

識中很容易有一些文革意識形態中的

理念：要砸爛舊世界，創造新秩序。

對待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一般百姓倒

不至於去設計甚麼「超限戰」。但我們

這1的確有些大知識份子覺得很不是

那麼一回事，總覺得應該在推廣現存

的交往規範、商業倫理之前應該先重

新來過。黃平先生認為：「使人產生一

個疑問：誰的全球化？最大的威脅其

實是那些跨國公司和跨國經濟，它們

威脅到所有民族國家的利益，包括發

達國家的勞工的利益。⋯⋯遊戲規則

的制訂越來越單極化了。」要照這個思

路，我看面對WTO就不是甚麼談判進

入的問題了，就得先革命伺候，改規

矩。你們發達國家把規矩改好了，改

公平了，改得有利於不發達國家「比、

學、趕、幫、超」，我再來加入。

怎樣對待這該死的人性

去年暑假期間，我去了雲南，去

了中緬邊境的山區。不管是甚麼樣的

山區，只要一修通了公路，多麼淳

樸、多麼文化、多麼傳統的人第二天

就把屋子搬到公路邊上來，馬上開始

賣可樂、喝冰紅茶。

面對全球化的庸俗潮流，我們常

常忽視一個堅硬的、可怕的現實：人

性是懶惰的、逃避自由的、不那麼有

追求的。大家都比較喜歡坐享其成，

都比較好享受、喜愛自媚、媚俗。「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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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性也。」人就是這麼個俗東西。面

對我們自己的這點操行，我們怎麼

辦？像《蛇》當中的前蘇聯克格勃少校

符拉索夫那樣「用畢生的精力去鍛煉

人、錘煉人，塑造新人、更好的人」；

還是承認人是生來有其當家作主的權

利，他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他可

以不一定為文化或者高尚活E，而首

先為自己的饅頭、窩頭和二鍋頭、XO

活E。有的時候，過於喜歡理想主

義、偏好遙望烏托邦的知識份子和要

求純淨思想的政治家一樣，就是不大

喜歡承認個人有選擇的權利，就是愛

搞點文化問題政治解決。在法國，中

央和地方政府紛紛限制麥當勞的鋪面

使用招牌，限制英語電影和電視節目

的放映時間等等，不一而足。在中

國，政府規定外國電影在電影院的放

映時間必須低於30%。

今天，在這1，真正讓通俗成為

通俗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為通俗

說兩句話是一個很先鋒的事情。君不

見，鄧麗君、張惠妹是一個隨時被打

入另類的「弱勢」人物。許多當老師的

都沒收過鄧麗君的錄音帶，許多青年

都被沒收過。崔健為甚麼能一直保持

當紅搖滾的名聲？也一直靠E真的被

打擊或宣稱被打擊維持E自己的另類

先鋒地位。也就因為這一條，我多次

說過：「最是先鋒鄧麗君。」這種對人

性之俗的堅定抗拒甚至使我們成了犯

罪份子。諸位讀者大多看過《辛德勒的

名單》，這是一部描寫戰爭中的善良人

性並對法西斯人格做了深刻剖析的影

片。就用曉暢有力的7事方法來描寫

可以理解的人道主義來說，它又是好

萊塢式的通俗文化的代表作。可是這

部影片迄今為止沒有在大陸進行過公

開的、合法的放映，我們所有人看的

全是盜版或者非法放映！在開始引進

優秀影片的第一年，中影公司就要引

進這部影片，政府主管部門在片中看

到了裸體鏡頭就要求對方公司允許我

們略做刪節。在那樣一個殺人現場，

有人看到了裸體鏡頭。看來，在大眾

當中和在主導文化的權威面前，有的

文化產品的強勢和弱勢是錯位的。最

通俗、被許多朋友指責為最強勢的好

萊塢大片，在這1隨時可能是弱勢。

佔主導地位的權威話語不僅抑制好萊

塢。澳大利亞影片《鋼琴課》被閹割掉

重要的關鍵性情節轉捩點、英國影片

《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被刪去要害台

詞和「不健康」的同性感情。看來甚麼

是弱勢還真要好好想想。我在這1看

到的首先不是全球化和本土文化的問

題，而是更為重大、革命的老題材：

一個公民有沒有自己的選擇權。「可他

們似乎忘了：如果不發紅頭文件，不

花工會的錢，中國的百姓有沒有權利

看自己愛看的電影；中國百姓能否在

電影院享受『環球同此涼熱』？」面對

全球化難題和麥當勞境遇，北京學者

秋風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考量問題：「中

國的文化不是書架上的四書五經，也

不是老莊佛道，而是生活在現世的

十幾億活生生的、每天都在進行E無

數選擇的人們的行動。因此，他踏進

麥當勞，就不是在被動地接受麥當勞

的文化霸權，而是在主動地創造本民

族的文化，因為他選擇麥當勞，是個

人的自由選擇。他每吃一口巨無霸，

每喝一口可口可樂，都是在為本民族

的文化增加新的內容。」

叫我說，到底要全球化還是化全

球，還是要看對老百姓每天過日子有甚

麼影響，還是要看全體老百姓的感覺，

還得讓全體百姓來說話。可不能僅靠幾

個官員和大牌學者來「話全球」。

郝　建　北京電影學院暨中國電影藝

術中心研究生部碩士，發表文化研

究、評論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