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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猶如一種異常尖銳的挑戰」，「嘲弄

=我們業已形成的『知識』」，「如何去描述『中國』，如何賦予當下的中國一個固

定的『形象』」，又如何從「由西方文化霸權所支配的『知識』生產的關鍵的現成部

分」中掙脫出來，「構成了一種有關『中國』的巨大的闡釋焦慮」1。發生在90年代

的「後現代與後殖民主義文化論爭」，就是在試圖處理和面對這些問題的過程中

產生、展開和變異的。它同樣沒有逃脫在「焦慮」中「闡釋」的命運。論爭持續了

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從思想界到知識界，從國內到海外，眾說紛紜，產生了廣

泛的影響。即使在十年後的今天重讀那些論爭文字，人們仍然不難看見其中思

想的掙扎，看見各種不同話語和權力爭鬥的遺Â，看見新的思想可能和理論範

疇怎樣被引入。然而，殊為可惜的是，論爭雖然熱鬧一時，卻並未能為中國大

陸學術、思想的進步生產出有效的理論成果，後現代和後殖民的理論潛力及其

應對當代中國社會狀況的思想可能也並未有效展開。甚至，不少知識份子對「後

學」言說者們的鼓噪和作為還很有些不屑和鄙薄。「後學」的論爭終至於具有諷刺

意味地被喜劇化為建立所謂「中華性」的偉大#事2。

今天，這一論爭的主體已經消散，問題的提法和側重點也已發生變化。今

日中國出現的種種社會、政治和文化現象真正呈現了「現代性」展開過程中所出

現的幾乎所有問題，「後學」要批判和面對的問題現實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無

論在海外還是在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界，後現代和後殖民從理論生產到現實情

景中都真正成為了炙手可熱的顯學，顯示出它在這個時代獨有的理論魅力和思

想活力。這既令人深切地感到當年「後學」論爭之產生的正當性，也為它問題意

識的有效性並未為今天的思想界所正視而可惜。那麼，重新清理十年前的那場

「論爭」，或許是有意義的吧。畢竟，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仍然需要不斷的「闡

釋」，仍然面臨=如何「表述」和「想像」中國的「焦慮」。

┌後學┘的興起及其困境

＊ 本文是華東師範大學「211」建設項目「中國的現代性與人文學術」研究計劃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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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後學」言說：從多重焦慮的夾纏中出場

作為一個概念和理論思潮，「後現代主義」在中國文學、思想界幾乎是與現

代主義一同出現的。1980年，董鼎山在《讀書》第12期發表題為〈所謂「後現代派」

小說〉，在隨後幾年h，袁可嘉等外國文學研究者陸續介紹了一些西方「後現代

主義」的作家作品3。1985年9至12月間，美國杜克大學詹姆遜（Fredric Jameson）

教授在北京大學開設以「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為題的系列演講，成為「後現代」

理論在中國濫觴的一個重要因素。「後現代」理論的引入不僅在文學理論領域，

還在電影、美術等領域展開。從90年初開始，《當代電影》雜誌開設「電影之外」

欄目，刊發中外學者關於拉康（Jacques Lacon）、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理論

研究以及「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學、電影的研究文章4。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期，「後現代主義」作為一種言說開始在當代中國的外國文學、文學理論、電影

研究、美學等領域傳播。不僅一些後現代主義的非經典理論陸續被翻譯和介紹

進來，張頤武、陳曉明等人還開始運用後現代理論的觀念和方法處理和批評當

代中國文學。「後現代」作為外來理論和文化之一種，成為當時中國文學、理論

討論中的一枝，有限度地產生=它作為文學批評的方法和視野的影響。在1993年

的《鍾山》、《文藝研究》等刊物，相繼發表王寧、陳曉明、張頤武、戴錦華等人

的系列筆談和座談文章，引入「後現代主義」概念討論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

化和文學藝術創作。他們認為，後現代主義即使不算是一種對二十世紀西方社

會的獨創性認識，那麼也可視為一種有意義的再認識5。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內在的變化和西方理論潮流的多重影響，為中國「後

學」言說的興起提供了條件。9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變化還在於文化工業的興起

和大眾傳媒的國際化。全球化的語境在中國社會文化中愈來愈顯著。張藝謀、

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的電影在西方世界屢屢獲獎，獲得廣泛的讚譽。他們的電

影大多以講述神秘詭異的「民俗」來抽象—隱喻—表述「中國」，以表現被壓抑的

欲望和奔放狂野的個性之間的激烈衝突與西方審美趣味相勾連，建構西方的「中

國想像」。他們利用跨國資本的投資，採取經由國際市場迂迴國內市場的市場模

式，為在商業、藝術等多重矛盾中夾纏的中國文化藝術提供了「想像性」解決方

案。第五代導演的巨大成功使他們成為90年代中國的文化英雄。但「這種類型化

的『藝術電影』不再是面對本土觀眾的選擇，而是為西方提供欲望與幻象的滿

足」，「張藝謀和陳凱歌的執=的追求和過人的才華」，「使他們成為西方話語的

某種『轉換器』，以藝術的表意將『中國』轉換為一個『他者的神話』」6。以張、陳

等的電影為代表的9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的興起，就既為西方中心話語所創造又

參與了創造「中國他者化」語境的歷史過程。西方學術界流行的後殖民理論也因

此而在中國具有了很強的當下性。

質言之，後現代、後殖民理論之所以在中國形成討論的熱點，首先是由於

整個社會對市場的焦慮，作為對世俗化潮流的一種反應，「後學」話語的出現試

圖改變知識界面對社會變化的失語狀態。過猶不及的是，「後學」還試圖在摒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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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的啟蒙話語的同時，肩負起如何對抗西方中心，建設具有中國民族（本土）

特色文化，形成「後殖民時代」「中國版」批評理論的重任。「中華性」的提出就把

這意圖及其焦慮推到了極致7。多方面的問題夾纏在一起，形成在90年代中國思

想論爭中的所謂「後學」言說風潮。

二　知識份子何為：從言說到論爭

中國大陸文藝批評領域的「後學」言說演變為後來在90年代有影響的思想論

爭，還得益於海外中國學人的加入，借重於《二十一世紀》成為論爭的主戰場。

1989年事件之後，中國大陸思想界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h陷入了沉寂。驚弓之

下的中國知識份子甚至不知道有意味的思想討論該如何開啟，更不知道底線何

在。原來的話語既無法繼續同時也失效，除了退回書齋討論學術規範之外，國

內原有的刊物要麼被關閉、轉向，要麼受到各種掣肘。因此，以「為了中國的文

化建設」為旗幟的《二十一世紀》，在90年代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h接續了中國

大陸學術、思想界未能延續的學術、文化、思想言路，開展了不少既是學理的

又是活的社會思想文化討論。這使得《二十一世紀》成為當時幾乎是唯一的在海

內外華文學術和思想有=重要影響的學術、思想陣地8。後現代、後殖民論爭在

《二十一世紀》上的展開，使得「後學」言說走出了文藝理論批評的狹小空間。這

不僅在世俗意義上提升了「後學」論爭的影響，客觀上也使「後學」言說的理論邏

輯和背後的企圖得到了認真的詰難和追問。

當80年代國內最富活力的現當代文學、文學理論和批評在90年代初出現文

化轉向的同時，一批留學北美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華裔學者也在尋求新的研究

範式下新的理論及其批判的可能。他們從現代文學研究出發，試圖把中國文

學、中國社會文化的變化納入到世界文化和社會變遷的視野中考察，在對中國

現當代文學批評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過程中，有意識地與西方當代文化批判理

論接軌。1993年1月，留美學者劉康在《現代中國》（Modern China）上發表英文論

文，藉對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評論，批評美國漢學界在現代文學研究上

的政治化傾向，指出這種政治化傾向的背後是西方中心主義下的審美想像9。同

期雜誌還有組織地刊發了另外三篇漢學研究的商榷文章。這些論爭表面上圍繞

=政治與文學的關係、文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經驗展開，但它的背後顯然有

意借用和嵌入了流行於北美學界的後現代到後殖民主義的文化理論與方法。這

一海外漢學界的論爭與中國的「後學」討論很快合流，一起移師《二十一世紀》、

《今天》等同樣是在海外的中文雜誌，把整個90年代中國「後學」論爭推向高潮。

對於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變化，論爭各方都有目共睹。論爭出現在對這

一變化各自不同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對未來的不同判斷，「後學」的理論批判力

是不是在言說過程中得到展開等幾個方面。在徐賁看來，「對於後殖民理論來

說，第三世界理論的關鍵是反壓迫，而不是本土性，它們的出發點也正是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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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環境中人們所面臨的切膚壓迫和現實反抗。」而中國「後學」的核心是「本土

性」而不是反壓迫。「雖然中國第三世界批評努力與官方民族主義話語保持距

離，但它卻始終小心翼翼地避開對後者的分析批判。而且，正是由於它的『對抗

性』批評只有『國際性』，沒有『國內性』，因而它不僅能和官方民族主義話語相安

共處，而且以其捨近求遠、避實就虛的做法，順應了後者的利益，提供了一

種極有利於官方意識形態控制和化解的所謂『對抗性』的人文批判模式。」bk也因

此，趙毅衡要視中國「後學」的出現為中國「新保守主義」的抬頭了bl。1989年事件

之後，知識群體普遍的沉寂和緘默固然有因學術轉型而難以言說的困境，但也

由於他們普遍的與官方不合作態度。「後學」言說「自我唾棄精英地位或責任」，

在精神上「對五四和80年代兩次文化精神高揚」予以「清算」，在「多元文化」的旗

幟下為當代俗文化開道，在現實中有=明顯的利益集團傾向，難怪要為當時低

迷和壓抑的中國大陸知識、思想界難以容忍甚至鄙夷了。徐賁和趙毅衡所批評

的，大陸知識份子未嘗沒有看到，只是囿於情勢，他們難以把問題攤開來說，

也不屑於與這樣的言說（甚至包括人）對話。「後現代」也好，「後殖民」理論也好，

它在根本上是一種與現代性理論不同的價值取向，一種源於現代性的矛盾性的

反思性理論邏輯，一種對西方中心主義文化霸權的邏輯從結果回溯分析立場和

方法的深刻批判。汪暉就說：「『中國的後現代主義』否定掉的是『新啟蒙主義』

的嚴肅的社會政治批判，他們對一切價值進行解構的同時，卻沒有對構成現代

生活主要特徵的資本的活動作出分析，也沒有對這種資本的活動與中國社會主

義改革運動的關係作出評價。」這其中「隱含的是他們的文化政治策略：用擁抱

大眾文化（虛構的人民欲望和文化的市場化形態）、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態重返中

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bm在現實生活中，「後學」言說中的一些人在

「海馬歌舞廳」開張以後，也正是欣然放下身段進入舞池中央翩翩起舞，接受「文

化大款」的「委任狀」，為「新狀態」的到來而擂鼓助威的。知識份子批判性的立場

和使命果然被排斥和喜劇化。套用當下流行語彙說，「後學」言說的問題出在思

想動因（起點上）「政治不正確」，在理論適用上（過程中）的「買櫝還珠」。

張隆溪還把批評的鋒芒指向了中國「後學」言說的修辭手法。他不客氣地指

出，在張頤武〈闡釋「中國」的焦慮〉的大部分篇幅h，都以整個中國或中國大陸

批評界發言人的口氣說話，「以第三世界中國反第一世界西方為立言之本」，「使

一切批評者閉口，誰批評他，誰就是以『西方中心的文化霸權』去壓制第三世界

的中國，去把中國『再度變為一個馴服的他者』」bn。中國的後現代和後殖民主義

言說在接過了西方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外殼的同時，掏去了它的理論核心，把

批判性的解構理論迻譯成宏大的理論建構，並試圖以此來建構自己的話語霸

權。在現實策略上，中國「後學」家們利用了西方後現代在當時中國學界的陌生

化效果，借用了國際（西方）學術界的文化霸權。因此，「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

些中國後現代主義者利用後現代理論對西方中心主義進行批判，論證的卻是中

國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們所謂『中華性』的建立。在這種典型的現代性宏偉#

事中（雖然打=後現代的旗號），中國的所謂後現代主義者對中華性的未來性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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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僅沒有觸及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位置變化，而且與傳統主義者有關

二十一世紀的預言和期待完全一致。」bo這樣的批評無疑是深刻的。

中國「後學」家們這樣言說中國意義的「後現代」理論和手法受到思想界鄙薄

的同時，也消解了後現代、後殖民理論在當時情景下應對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

文化變化的正當性和有效性。這也就解釋了為甚麼「後現代」話語在90年代以來

的中國社會、文化變化過程中雖然有它們所針對的現實情景，而當時的中國大

陸學界卻沒有人願意嚴肅、認真地拆解和辨析它們的理論缺陷和思想困境。在

另一方面，從80年代初開始，「一大批中國的年輕人離開故鄉，遠渡重洋，到美

國和歐洲開闢新的生活」，「雖然也能謀得一份穩定的職業，心卻老也安不下

來」，「時時會尖銳地感覺到精神無=的苦惱」。再加上批評作為職業的要求，對

主流理論的依附／反叛的心理，「後殖民」—「後現代」理論正好為自己「邊緣」性

的地位和生活體驗做闡釋了bp。這些躲在批判的姿態背後世俗社會的庸俗與投

機，與理論本身所具有的複雜性纏繞在一起，構成了海外言說的中國「後學」論

爭的現實困境。「後學」論爭當真很快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90年代被「後」掉了。

三　新的可能還有嗎？

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情景下，由於知識份子群體逐漸被體制化，文化資本轉

換成社會資本，地位提高，來自底層和民間的訴求和歌哭於他們變得遙遠，其

中一部分人已經匯入到了主流意識形態建構和維護的隊伍中，複雜化了80年代

作為「整體」的知識份子群。因此，知識份子「天然」的批判立場及其有效性，代

言「邊緣」、「底層」、「弱勢」群體的合法性受到質疑。一方面，如何認識和闡釋

中國，成為90年代後期以來知識份子內部分化的標誌，紛擾一時的「新左派」和

自由主義論爭就包含了這樣的內容。另一方面，它也使得知識份子的重新「在

地」化變成一種從外在到內在的深刻要求，知識份子群體的「有機化」問題被「顯

豁」化。當現代性過程中那些內在的結構性問題在中國社會更加現實和嚴酷地展

開以後，「後現代」理論的反抗性邏輯就變得特別珍貴和迫切起來。在這樣的意

義上，「後學」話語的言說的正當性值得肯定。

後現代、後殖民言說在90年代初的中國出現和風行，既受到西方主流學術

理論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更是回應中國90年代以來社會文化變化的結果。這

些話題的出現無疑表現了「後學」言說者們對中國社會「百年未有之變局」的敏銳

洞察，也正反映了「言說者」們在借用西方理論和思想方法應對轉型時期中國社

會文化出現的新狀況方面也表現出的良好的問題意識。即使是在十年後的今

天，這種對當下社會變化的敏銳感覺和問題意識仍然值得稱道。「後學」言說者

們的困境背後或者正應了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說的，「這

個世界是為作為象徵性方面和物質性方面活躍的、有效的資本而存在的，它處

於行動者所能顯現的範圍之內。文化資本是作為鬥爭中的一種武器或某種厲害

後現代、後殖民言說

在90年代初的中國出

現和風行，既受到西

方主流學術理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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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表現出的良好的問

題意識。即使是在十

年後的今天，這種對

當下社會變化的敏銳

感覺和問題意識仍然

值得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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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而受到關注或被用來投資的，而這種鬥爭在文化產品場和社會鬥爭場中一

直綿延不絕。」bq薩依德（Edward Said）所謂決不「流向權力」，更不被權威所僱傭

的知識份子大約也只是奢望吧，尤其在今天，當消費主義不只是一種社會現

象，更作為一種當下中國人日常的生活方式，一種意識形態操控=整個社會文

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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