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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與回應

讀鈴木將久教授〈竹內好的中國

觀〉一文1，其中讓我感受最強烈的語

句，是他引竹內好〈何謂近代〉文中對

魯迅的一處概括：「他拒絕成為自

己，同時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任何

東西。這就是魯迅所具有的、而且使

魯迅得以成立的、『絕望』的意味。」

回想此一句所以在我腦海s奇崛

而起，很清楚是由於鈴木教授的文

脈。鈴木教授此文是以整理竹內好戰

後如何引進中國視角，以改變日本思

想的深層結構為線索展開的。這種寫

作方式對我這樣的讀者有雙重作用，

一方面它讓我看到竹內好獨特的思考

路徑、思想命題對現代日本的重要意

義；另一方面它也時時觸發我把竹內

好的一些思想命題抽離出日本語境，

省思這些命題對思考中國問題的意

義。顯然，我對這處引文的強烈感觸

得益於這雙重視域交織而成的文脈，

因為它既讓我感受到竹內好這一概括

在日本特定的歷史分量與論述爆破

力，又讓我在一定程度抽離的意義上

感到這一概括對觀察思考現當代中國

問題的可能意味。但也正因為我是在

一定程度抽離的意義上——也即一定

程度轉義之後，把握到此一概括對觀

察思考中國問題的重要性的，結果意

外連帶我在整理此一刺激所引發的一

叢思緒時，不知不覺把竹內好此一概

括轉念成「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

為他人」這一更扼要語句。

比如，我認為以「拒絕成為自己，

也拒絕成為他人」為觀察思考框架，我

們更容易把此文提及的，但在其他觀

察思考框架中易被忽略的思想改造運

動中的一些現象和要素，自然納入自

己的正面觀察、思考視野。從現存的

一些材料，如夏承燾《天風閣學詞日

記》等看，一些學人在參加思想改造

運動前，在心情和精神上便有5自我

否定——也即不想繼續原本自己——

的內在契機。在此意義上，思想改造

運動確有5為這些有內在自我否定契

機者，提供推動其正面開始其自我否

定歷程的作用。而這些自我否定一旦

開展，便可能由於他們對所以自我否

定的整理，以及在正面開展其否定歷

程時的摸索，對過去處境和他們相似

者，構成某種可直接切近這些人的自

我深層問題的、可供其反觀、反思自

我狀態參照的資源，從而產生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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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批評與回應 思想上的連動，以此把自我否定契機

開展出的意義貢獻給周圍世界。

既然否定性運動可能有這樣積極

作用，那為甚麼回看歷史，思想改造

運動整體上給予了大多數人灰黯、挫

折的失敗記憶呢？是這些有5內在自

我否定契機的知識份子的自我改造開

展得不成功呢？還是運動本身有結構

性問題，使得思想改造運動不僅未向

建設性方向，反而向破壞性方向發展

呢？從「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

他人」這一視角來看，此一運動失敗

的主要責任當然在後者。首先，對那

些無內在自我否定契機的知識份子，

運動不是通過有內在自我否定契機的

知識份子的成功摸索和他們連動，而

是以相當強力介入的方式催迫他們自

我否定。這種沒有真實自我否定契機

的否定，只能起到壓抑原有精神、人

格與思想、學術實質深層結構的作

用，而決起不到建設性地改造其原有

精神、人格、思想、學術工作實質深

層結構的作用。很多時候，這種無內

在契機的強迫否定，還會導致鼓勵口

是心非等直接破壞一般日常道德的後

果。其次，對那些有5真實內在自我

否定契機者而言，由於該運動對該成

為甚麼樣的人，如何成為這樣的人有

明確設計，這就使得原本要經歷艱難

精神、思想蛻變的自我否定性開展，

才能真正觸及並改造參加者精神、人

格、思想、學術實質深層結構的運

動，很大程度上被強迫變成了一個在

起點、途路、終點、速度、方式上都

有一定設計的外在規定性工程。而這

種外在規定性工程當然沒有給那些有

5真實自我否定契機者的自我精神、

人格和思想的蛻變，留下足夠可供其

摸索開展的制度、語言、氛圍空間，

而且往往越是執5於自我否定契機的

人，由於掙扎於自我蛻變、自我改造

的艱難，便越容易顯得和運動設計不

合拍。從而也最容易遭到這種有5外

在規定性實質運動本身的冷遇、懷疑

乃至摒棄、反感。

這差不多也是中國接下來二十餘

年歷次運動的共同特點，強迫自我否

定，強迫按規定路途成為規定榜樣。

而一旦陷進此模式，不單具有真實自

我否定契機者無足夠空間開展可能克

服與改造自身精神、人格基本結構，

思想、學術深層模式的蛻變與摸索；

更具破壞性的是，這種對起點、途

路、終點、速度、方式都有一定外在

規定的運動方式，不僅在很大程度上

容易誘發投機作偽，而且在太多地方

有外在模式，也為投機作偽者如何表

現提供了最方便的指南。這實質上意

味5推動一種最惡劣意義上的轉向。

竹內好用「轉向」批評日本，認為是日

本缺少真正主體意識的優等生文化的

必然產物。竹內好雖然切責轉向實質

上並不觸動轉向者原有的各種深層結

構，但亦承認，日本知識份子的轉向

是以試圖和進步保持一致這一意義上

的內在良知為基礎的2。不像中國歷

次運動中常見的投機轉向，實早已低

於主體意識缺乏自覺的層次，而是以

放棄誠實這些最一般意義上的道德

品質為代價的。這在某種意義上或許

可以解釋，為甚麼至今仍背5沉重現

代史包袱的日本，在日常意義上仍維

持相當不錯的道德表現；而有5令竹

內好羡慕的現代革命的中國，在建國

初始激發起民族全面熱情，幾十年後

反而出現了巨大的道德虧空。正是這

一打量中國當代問題的視角，使我認

為，中國當代前幾十年的實踐留給我

們的最大教訓之一，乃是在為具有內

在自我否定契機者提供促使其開展自

我否定性運動的氛圍時，沒有給他們

留下拒絕成為他人的足夠空間——也

為甚麼思想改造運動

整體上給予了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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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具自我內在否定契機者，留出足

夠的制度空間與語言、觀念氛圍空

間，供其和自己感到的內在深層問題

搏鬥，以尋求真正有效克服之路。

但歷次運動的結構性缺失，和這

些自我否定性契機沒有條件正面發展

為令人矚目的、有力的系統認知、實踐

樣態，不應使我們連帶忽視乃至無視

這些否定性契機，以及由之導出的思

想、實踐摸索對我們認識中國現當代

問題的意義。考察這些否定性契機產

生的原因，將為我們突破常規意義上

的觀察和思考，突入這些否定性契機

所由之出現的脈絡機制、制度、觀念

環境內s進行打量和思考，提供絕佳

導引。以這些否定性契機和這些否定

性契機的真實開展提供的線索，我們

亦可以之豐富乃至重構觀察思考中國

前三十年社會主義的歷史、甚至更長

的現代革命歷史的問題視域和思考視

野。由此構造出的問題視域和思想視

野，一方面有助於我們超越常見的革

命—反革命二元對立的語言、思想、

觀念狀態，另一方面對我們更複雜地

定位、轉化先前的革命遺產，對待、

安排其中尚存於我們生活、社會、制

度、語言的各種要素和因子，找到更

富建設性的理解、重估之路來。

令人遺憾的是，當下中國的知識

思想狀況極大程度上卻是在忽略、無

視這些否定性契機的認知意義上展開

的。比如，80年代對年青一代產生極

大影響的思想家李澤厚，在文革後得

出的重要歷史結論之一便是，毛時代

是「軍事馬克思主義」，它的意義只是

「成功地完成了一場現代的農民革

命」。顯然，這是以忽略中國現當代

歷史中眾多否定性契機的認知意義為

代價而作出的總結。有了這樣一種歷

史結論，我們也就不奇怪李澤厚在合

理的厭惡、告別鬥爭哲學，提出他受

馬克思主義很大影響的「建設的哲學」

時，何以連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

「否定的辨證法」亦一起排斥3。在此

意義上，李氏的哲學實在是缺少足夠

內在張力的哲學。而對後來學術有很

大影響的90年代初的學術史熱，其主

體亦是在忽略、無視他們認肯的諸現

代學術脈絡，何以內在不斷有真實自

我否定契機產生的此一問題視域的基

礎上展開的，也即他們所倡導的知識

自律，實際上是以犧牲這些他們張揚

的雖大多並未找到正面學術開展之

路，但在精神感受上內蘊相當張力

的知識傳統的內在緊張感為代價的，

也犧牲了以此緊張感為媒介，使其知

識工作和其人生、其處身歷史具有更

真實互動的關係。在此意義上，相對

於他們所鼓吹王國維、陳寅恪等現

代知識傳統，當代中國的學術史熱就

其主體部分而言無疑是和他們貌合神

離的。

明白了這些，我們便會明白，

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並不缺少「拒

絕成為自己」的潮流，比如「與西方接

軌論」；也不缺少「拒絕成為他人」的

話語，比如相當一部分反西方中心論

者，卻少有人固執於「拒絕成為自

己，也拒絕成為他人」。「與西方接軌

論」的另一面是成為他人，簡單的反

西方中心主義則在邏輯上固執於自己

已然狀態。這兩種固執於先進他人和

本來自我的語言狀態，固極易建立自

己對現實的批判，並使自己的批判立

基於順暢的邏輯自洽。但卻不容易真

正介入分析現當代歷史現實中觸目可

見的自我與他人既相互衝突又相互依

存的纏繞部分，更不容易剖析、面對

因真誠掙扎於時代困頓而出現的既非

過去自我又非他人的新的主體狀態和

實踐狀態。當代中國知識和思想要有

力面對處理這些新的主體和實踐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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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纏繞又摸索的緊張狀態內化為自

己的知識思想狀態。在我看來，「拒絕

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所對應的

知識思想路途正是建設性內化這一現

代東方歷史遭遇的必經路途。蓋「拒絕

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並非無建

設性焦灼於東方現代既非本來自我又

非先進他人的歷史遭遇，而是欲圖以

此迴避不掉的真實問題為契機，通過

以自我否定而非放棄自我來重新尋找

自我的方式，獲得新的自我。

顯然，這不是意圖否定他人的先

進，更不是意圖否定各種開放性吸納

與學習。「拒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

為他人」框架視角毋寧在凸顯，沒有

自我否定性契機的學習，並不能被有

效觸碰和克服主體和主體所處身歷史

的原有深層問題。在此意義上，「拒

絕成為自己，也拒絕成為他人」反是

在以面對自己存在的深層問題為媒

介，使開放性學習和吸納真正扎根於

主體和主體所處身的歷史極限努力。

在這一意義上回望二十世紀中國

歷史，我們才會意識飽含各種自我否

定性契機和由此否定性契機出發的摸

索，是二十世紀中國留給我們的最寶

貴遺產之一。雖然少有人像竹內好心

儀的魯迅那樣，把自我否定性契機發

展成為思考中國現代和東亞現代的原

理之一，但就一否定性契機對所浮現

的脈絡機制、制度、觀念環境構成的

認知意義言，此一即使未充分建設性

展開的契機，對我們洞識它所處身的

脈絡機制、制度、觀念環境存在的深

層問題，仍有5引入各種外來觀念邏

輯、各種外在比對資源不能完全替代

的認知指引作用。而來自於此的認

知，往往是我們想要既繼承又超越此

一脈絡機制、制度、觀念時，所需的

最緊要認知前提條件。

同樣重要的是，反覆體會和打量

這些否定性契機，將幫助我們告別在

成為自己、成為他人間缺少建設性的

顛沛狀態，而重續乃至充實、張大現

代知識、思想中富於否定性緊張的那

部分傳統。只有這樣，中國的知識和

思想才能更有效地獲得貼近對象剖

析、整理、批判歷史、現實中最為纏

繞的部分，和在歷史、現實的緊張中

前行摸索的那部分實踐能力。而只有

通過對歷史現實中最纏繞、最曖昧緊

張部分持續不斷的焦灼和努力進入，

與不斷以這焦灼、進入的成功和失敗

為線索回思知識思想工作，知識和思

想工作的承擔主體才可能對歷史、現

實實踐與這歷史、現實實踐帶給主體

的後果，有真正越出日常能力和借助

所掌握知識直接可達之外的體察和洞

識力。以這種對社會實踐、對主體異

變的雙重敏感為媒介，知識和思想才

可能進一步蘊有既有效涵指歷史、現

實，又前瞻拉動現實的能力。

曾經有5光榮過去的中國，今天

走到了精神和思想的如此低點，作為知

識份子的一員應該怎麼辦呢？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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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成為自己，也

拒絕成為他人」並非無

建設性地焦灼於東方

現代既非本來自我又

非先進他人的歷史遭

遇，而是欲圖以真實

問題為契機，通過以

自我否定來重新尋找

自我的方式，獲得新

的自我。以這種對社

會實踐、對主體的雙

重敏感為媒介，知識

和思想才可能具有前

瞻拉動現實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