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筆．觀察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3年4月號　總第七十六期

中國結：新世紀的國家圖騰

● 張　閎

如同黃昏的蝙蝠，無數中國結在

新世紀中國的上空飄蕩，在它紅色翼

翅的卵翼下，官民商學兵團結一致，

親密無間。這是一個好兆頭！它預示

了一個世紀的太平氣象。

一件普通的民間工藝品，在一夜

之間飛黃騰達，成為整個國家的象徵

物，聽上去像是一個童話。正如中世

紀阿拉伯傳說中所說的那樣：一天，

哈里發遇見了快樂健康的窮漢，窮漢

穿有一雙草鞋，哈里發認定窮漢的快

樂和健康來自他的草鞋，於是用自己

的靴子換了窮漢的草鞋。哈里發穿上

草鞋，並下令全國軍民都如法仿效，

以保國泰民安。他還將大量草鞋送給

來訪的友好鄰邦，希望彼此能夠和睦

相處。此後，草鞋開始成為這個國家

的聖物，並被送進國家寺院¼供奉。

國家從此歌舞昇平，百姓安居樂業，

夫妻恩愛直至白髮千古。

追求童話式效果，正是我們這個

時代的文化的一大特徵。政治強人通

過某種神秘的政策修改，魔法般地使

國家變了模樣。如今，一覺醒來，滿

世界都是中國結以及與之相配套的、

帶有今日慶典風格的唐裝，感覺上彷

彿到了一個古老的童話國度。與之相

呼應的，則是哈利．波特（H a r r y

Potter）的魔法學校剛剛開學。

一切都是那麼奇妙！

究竟是中國結被符咒化而成為國

家象徵物，還是中國結就是符咒本

身，將帶來某種神秘的國運變化？這

至今依然令人費解。考察國家象徵符

號在不同時代的變化，也許能從中找

到蛛絲馬M。

一　向日葵

向日葵是1960-70年代，也就是

文革期間國家主義象徵體系中的核心

象徵，近乎國家圖騰。

在傳統的中國文化體系中，向日

葵並無特別之處。它不同於與人們日

常物質生活密切相關的麥子、高粱之

類植物果實有較高的實用價值；也不

同於梅、蘭、菊、竹等觀賞類花草植

物，這些是傳統知識份子文化精神的

象徵，有y高度的文化象喻功能。儘

管向日葵集花與果於一體，但它無論

是食用功能還是觀賞功能均較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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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葵很快就被高度符號化了，由一種

用途不廣的普通作物昇華為國家圖騰

符號。革命巫術使我們看見了一塊九

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葵花地，那¼盛

開y各種各樣的葵花。這個民族的藝

術智慧和創造精神都集中在這些千變

萬化的葵花圖案上。

與此相匹配的是大量「忠」字符

號。這一字符的結構及其功能與葵花

圖案有y驚人的巧合。民眾的心臟外

化為向日葵，永遠朝向領袖。

從使用頻率、字型變化及其功能

方面看，「忠」字符號與傳統文化中的

「福」、「壽」、「喜」等字符極為相似，

而葵花圖案則接近於傳統文化中的蓮

花、蝙蝠等文化象徵符號。由此可見

文革時期的國家文化精神與傳統的民

間法術文化之間的相似性。

在革命巫術的法力消失後，向日

葵的神秘功能也隨即消失殆盡，復原

為普通植物，為人民提供炒貨原料和

食用油原料，在新世紀則進一步墮落

為小資飾品。曾經作為革命對象的小

資階層對向日葵之類植物的需要，與

革命無關，其巫術功能也不那麼明

顯。將風乾的向日葵（以及蘆葦、艾

草之類）帶回室內，這更像是一個隱

喻：來自野外而又被風乾了的植物，

可以較為完好而持久地保存大自然的

氣息。這一點暗示y這一階層人群的

向日葵圖案組合

中國人的生活中，它是一種幾乎可以

被忽略的植物。

向日葵能夠成為國家圖騰式的事

物，這完全取決於其獨特的生物形態

與國家意識形態之間的媾合關係。圓

盤狀的花冠隨y太陽移動的軌M而旋

轉，始終朝向太陽。向日葵的這一生

物性狀的意義在於，它首先暗示了太

陽的存在，其存在價值指向外在的太

陽，或者說，其本質由太陽這一外部

事物所規定。

眾所周知，在文革期間，太陽有

y特殊的政治含義，是國家最高政治

領袖特有的象徵。政治領袖以「紅太

陽」自居，廣大人民群眾則相當於地

上萬物。紅太陽光芒普照，民眾因領

承這一恩惠方得以生存。著名的革命

「聖詠」《大海航行靠舵手》就唱出了這

一情況。

各種「忠」字圖案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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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趣味——對大自然的親近，儘管

它們只是大自然一個枯燥、乾癟的殘

餘。

無論如何，向日葵的文化功能已

然由國家精神的象徵符號，蛻變為民

眾日常的精神消費品，這一轉變，正

好暗合了整個時代的精神變化。

二　原子模型

1980年代國家主義的象徵符號是

原子模型圖。原子模型顯然不是中國

文化的傳統事物，它與現代科學有

關，象徵y科學技術及與之相關的現

代化理念。通過電子圍繞y原子核運

行的軌M圖，物質的內在結構昭然若

揭。對物質本質的認知，是現代科學

的最大夢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

期，「科學」（賽因斯、賽先生）作為一

種意識形態進入中國，最初只是啟蒙

知識份子的文化符號，後來在中國經

過了漫長的歷程，終於在1980年代充

分國家主義化了，成為國家意識形態

的理論支柱和價值來源。任何事物只

要經科學驗證，便可獲得充分的合法

性。而在特定的條件下，「反科學」可

能會成為一種罪名。

文革後的1980年代，「科學」成為

國家主義的核心詞。科技知識在國家

知識體系中擁有至高無上的霸權地

位，被看作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

科技理性在國家意識形態中的壓倒性

地位，必然地引向科技崇拜。科學代

替了傳統的儒學或毛思想，擁有了

「國家宗教」的地位。當時確立的國家

傳播媒體——中央電視台的徽標，就

是將其英文名稱的縮寫巧妙地變形為

一原子模型的圖案。科技進步的現代

化理想，向公眾提出了強國富民的承

諾。我們可以在1980年代的科普圖書

和科幻文藝作品中，看到被誇張了的

科技進步所帶來的未來世界景象。科

技甚至被描述成一種法力無邊、近乎

巫術的東西。

向日葵及忠字圖案與

傳統的吉祥圖案（壽）

之間的相似性

原子模型圖（左），中

國中央電視台徽標

（右）。

由科技進步所刺激起來的烏托邦

想像，甚至還有一個並不太遙遠的期

限——2000年。經歷過80年代的人，

應該還記得「2000年」這個詞彙所具有

的神奇魅力，它幾乎就是古老的「天

堂」、「黃金世界」以及「共產主義社

會」的同義詞，但它又比這些名詞更

實際、更具蠱惑性，因為它給人的感

覺是具體的、可操作的。這個「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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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空洞的、對未來世界的承諾，而

是同時提供了實踐的具體途徑和技術

條件，那就是「科技進步」。而且在短

時期內，公眾確實能夠迅速而又切實

地感覺到科技給日常生活帶來的好

處。公眾的信仰建立，往往需要可顯

示的「奇M」來支撐。

然而，對這個有限的「巫術」，人

們很快就失去了興趣。公眾對科技

「巫術」的好奇心也是有限的，「四化」

理想的科幻小說的吸引力甚至不如懷

古夢幻的武俠小說。

在知識份子那¼，原子模型圖所

提示的關於現代性的想像，卻另有一

番意義，即關於「人的主體性」的暗

示。一如向日葵圖案，在原子模型圖

中也有一個旋轉物——電子。電子圍

繞y原子核旋轉，形成圓環狀圖案。

但這種旋轉跟向日葵朝向外在於自身

的太陽旋轉有所不同，它是事物內部

結構中的自我運動，內在地揭示了宏

觀世界的運動規則。原子模型的圖案

是自足的、自我論證和自我完成的，

暗示y事物自足的內在世界——一個

小宇宙。

根據現代科技理性所揭示的物質

運動規律，物質自身的自主運動被賦

予了某種主體性的功能。這一點乃是

1980年代知識界的主體性哲學的邏輯

前提，主體性哲學則是科學理性主義

的哲學形態。這種建立在科學理性前

提下的主體性哲學，使得80年代中國

知識份子找到了一個共同認同的精神

價值體系。在意識形態意義上，主體

性哲學與共產黨官方哲學之間有y尖

銳衝突，80年代以來屢次的思想整

肅行動均與此有關。但在認識論和邏

輯學意義上，二者卻有一些根本性的

一致。

以科學這一相對抽象的知識體系

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得到了以

知識為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識份子的認

同，但很難成為民間和公眾的集體無

意識符號。很少人會將此抽象的形式

像供奉向日葵那樣布置在居室¼，它

只能是在公共場合中的一個國家圖

騰。

儘管科學符號在國家意識形態體

系中被視為具有鎮邪功能的「法器」，

但在公眾日常生活中，原子模型所代

表的科技理性尚缺乏足夠法力來鎮祛

非理性的邪魔蠱惑；它不斷遭到民間

傳統巫術的衝擊。如果說，文革的迷

信和狂熱是一種國家主義化了的精神

巫術的話，那麼，在文革後期這種精

神巫術的國家性被消解之後，人們所

固有的宗教情緒則以民間巫術的方式

得以宣泄。民間傳統的巫術迷狂，以

歇斯底里間歇性發作的方式，不斷挑

戰國家科技理性。大到半宗教色彩的

各類氣功，小到商品傳銷，無不表現

出其巫術色彩。

三　中國結

在整個1990年代，國家意識形態

始終沒有找到恰如其分的象徵物，這

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90年代國

家意識形態的混亂和無特徵狀態的表

徵。直到中國結出現，這一難題才得

到初步的解決。至於這樣一種繩結是

如何由民間工藝演變成國家節日慶典

場合的裝飾物，則尚難闡明。但有一

點卻很清楚：國家意識形態所要徵用

的，是中國結對「連結」的暗示及其有

關「吉祥」的象徵性。與此相關的還有

一些附加物：唐裝和各種中式服飾，

以及大紅燈籠等。這些相關事物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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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象徵的宗教理念），也部分地放棄

了抽象的、堅硬的、非人性化的科技

文化理念，轉而開始向世俗的民間傳

統文化尋找其合法性的基礎。國家意

識形態正在更新，古老的民間傳統文

化正在國家主義化。這也可以看作是

新國家意識形態徵用民間文化和傳統

文化的努力已經獲得了成功。民間與

官方終於在「民族—國家」語境中達成

和解，這兩種壁壘分明的意識形態終

於找到了互相認同的可靠中介物，從

此開始歡渡它們企盼已久的蜜月。

不過，這種國家意識形態的合法

性基礎僅僅是象徵性的，它停留在精

神安慰和心理暗示的水平上，滿足國

民的節慶心理（對喜慶和吉祥的心理

需求）。它只是一種吉祥物，一種節

日飾品，可以用來裝點一下日常生活

的貧困和灰色，實際上與公民社會的

公共制度和日常生活無關。

值得關注的是，以文化上的民族

主義來整合業已崩潰的國家理性，顯

然刺激了中國人根深柢固的大國夢想

和文化帝國主義心理。並且，這一夢

想不僅是屬於中國大陸的，它同時也

能夠得到整個華人世界的普遍認同。

在此之前，「東亞儒家文化圈」國家和

地區的經濟騰飛和文化復興為這一夢

想提供了強有力的刺激源。在資本與

中國結

共同構成了新的國家主義象徵體系中

的重要部分。

用一根紅色繩子編結而成的環狀

繩結圖案，多為菱形，有形狀多樣的

變體。這個來自民間傳統的結繩工

藝，有可能是中國古代民間文化中的

卍字符號的變體，象徵y福祉、吉祥

和如意。繩子可以用來記事，也可以

用來縛人，而它盤結起來，卻變成了

迷人的結，讓人們遺忘了它本有的其

他功能。

中國結的另一意義在於，國家意

識形態認同了民間對吉祥、喜慶的世

俗要求。文革期間，這種民間習俗可

能因為其與封建文化之間的聯繫而被

禁止；在80年代，則可能因為其與現

代科學精神無關而不被提倡。現在，

國家意識形態體系不僅認可了這一民

間習俗，而且進一步徵用它為國家節

日慶典場合的吉祥物。

中國結的迷宮式結構和糾結、變

化、令人迷惑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

顯示了東方古老文化的神秘主義特

徵，其喜慶吉祥的象徵意義，則包含

y民間文化中的巫術理念。國家意識

形態對古老的民間巫術的挪用，也可

看作人們有關「國運」方面的焦慮。

找到中國結來作為國家主義文化

的象徵物，這一M象表明，國家意識

形態終於逐步放棄了帶有強制性的、

刻意製造出來的文化理念（如向日葵

春節期間，民眾踴躍

購買中國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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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正在變成新國家主義的政治實踐。

毫無疑問，中國結所代表的「民

族—國家」理性，顯然比向日葵所代

表的政治理性和原子模型所代表的科

技理性，具有更為深厚的民族文化淵

源和更為廣泛的認同基礎。民族主義

為國家意識形態打下新的強心針，新

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藉此謀求自身合法

性的依據。

四　國家主義美學符號

三種不同種屬的象徵物，分別象

徵y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的三個不同階

段：國家主義的神話階段、國家主義

的巫術階段、國家主義的節慶階段。

由狂熱的神話祭祀儀式，到講究實際

功效的、帶有巫術色彩的技術崇拜，

到討吉利、誇張喜慶的節日慶典狂

歡，或者說，由神秘悲劇，到理性正

劇，到荒誕喜劇，國家主義意識形態

魔術般地完成了它的「三級跳」。

至此，問題並沒有結束。我更感

興趣的是：上述三種文化符號在形態

和傳播過程中的相關性。這些文化符

號在美學生產上的特徵和含義，比它

們所指涉的象徵意義更為重要。這些

不同時代和不同意義的象徵物，在美

學形態和傳播方式上，表現出令人驚

訝的相似性。

帝國意識形態高度成熟，而其美

學形態則嚴重衰老、僵化。由此可

見，國家主義在美學上的惰性更大。

國家主義意識形態可以改變其精神內

容及其相應的象徵物，但很難改變其

美學形態。一種呆板的、千篇一律的

美學結構和工藝，根深柢固地盤踞在

國家的無意識結構中，構成了國家主

義的文化和美學「本能」，支配y國家

主義的想像。這一點，顯示出了國家

主義在美學上的低能，進而也是文化

想像力的貧乏和美學造型能力的萎

縮。美學無能是國家主義的精神疾病

最典型的症狀。

這一美學症狀，使國家主義意識

形態變得有點滑稽。重複，是喜劇性

的基本要素之一。從幾種象徵物的形

狀構成可以看出，國家美學造型工藝

就像是患上了「強迫症」，不斷重複y

單一、刻板的行為，彷彿馬戲團的小

丑，不斷表演單一的動作引人發笑。

然而，無論表演甚麼故事，劇情也可

以改變，但其紅鼻子和花格外衣卻一

如既往。憑y這一鮮明的性格和身份

標誌，人們得以輕易識別出其小丑身

份。同樣，儘管文化象徵物歷經三

變，其大同小異的美學形態卻暴露出

國家主義文化精神的真實面目。

更為有力的佐證是，國家電視台

批量生產的、表現宮廷生活和帝王形

象的歷史劇。帝王一改其流氓兼屠夫

的嘴臉，扮演起正劇英雄或喜劇小丑

來。而這些作品恰好迎合了官方與民

眾共同的美學嗜好。

節慶盛典的喜慶氛圍，裝點y新

世紀的文化，民族文化精神以一種喜

劇的方式得以還魂。民族文化復興看

上去更像是一幕過份誇張的滑稽戲。

在此狂歡式文化語境下，中國結不可

避免地成了文化慶典儀式中一個至關

重要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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