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所討論的問題來自於2009年

4月開始熱映的影片《南京！南京！》，

這部電影出現的時機看似並不恰當：

2009年不屬於南京大屠殺的任何紀元，

4月也與南京大屠殺無關，但這部影

片卻以幾近怪誕的方式同時獲得官方

和資本的熱情擁抱。一個可能的解釋

是，影片的成功不僅在於影片本身，

更在於這部電影與此時的社會潛文本

「大國崛起」之間的微妙勾連。在此，

本文試圖通過對於《南京！南京！》及

相關文本的分析，呈現南京大屠殺被

合理主義所改寫的過程，以及《南京！

南京！》所表徵的全新社會構型和社會

主體，並以此為參照，提供一種進入

「大國崛起」¤事邏輯的路徑和方式。

一　「原畫復現」：1980年代
　　話語的「重返」與「南京」

 的雙重世界　　　

電影公映之後，導演陸川在接受

《廣州日報》的訪談時提到：「我第一

次拍出了大愛。」在同一個訪談中，他

表示：「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對愛情的

看法拍出來了，對我來說它不僅僅是

南京大屠殺，更是一個關於人的片

子，是我對自己的一次挖掘。」1幾乎

有些突兀，在後現代主義和消費主義

已將人道主義的普適性消解殆盡的今

天，陸川卻連續拋出了「愛情」、「大

愛」、「人」等1980年代反覆提及的關鍵

詞。這種論調使得《南京！南京！》頗

顯幾分「老舊」，網上的評論也因此將

導演納入「現代主義」的行列2：

《南京南京》其實是一部陸川心靈上的

救贖史⋯⋯僅從這部電影的場景氣氛

的掌控與鏡頭技術的處理中就可以看

出陸川明顯是在追隨早年的塔爾科夫

斯基、布列松、黑澤明這樣的第一流

大師，跟隨大師的腳步以一種宗教般

救贖的精神去背負那些過往沉重歷史

中的罪與欠，這種精神在某種意義上

也超越了民族與國家，陸川正是從救

贖歷史的意義上來思考戰爭與人性。

在此，一種頗為「80年代」的表述似

乎只是「偶然」重返，並重新將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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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

教傳統之下的人性普世價值擺在觀眾

面前。毋寧說，《南京！南京！》成為

一處「原畫復現」的歷史斷裂點，借助

這一契機，曾經處在尷尬之中的人道

主義普適性似乎重新佔據了霸權，

1980年代的價值體系也被作為能指得

以復現；但在呈現的過程中，這一能

指已經被賦予不同以往的內涵。在

此，我們不妨借助對《南京！南京！》

的文本分析，兼及對「大愛」、「人性」

等語詞的簡要追溯，深入到《南京！

南京！》所呈現和遮蔽的歷史脈絡之

中。

在1980年代歷史文化反思的過程

之中，劉再復建構了愛—大愛的等級

序列，這一等級表徵[西方現代性話

語的登場。首先，在劉再復看來，

「愛」是「人」的基本邏輯，「愛情就是

生物體昇華為人的一種表現。⋯⋯因

此，愛情是人的本質異於動物本質的

一種反映。」3這種「愛」「要求建立人

格平等的文化前提」，「承認每一個個

體的主體價值」。在此，在人道主義

登場的時刻，「愛」的主體被作為現代

性的標識而區隔於「階級仇恨」的革命

主體，在「現代」的名義之下，「愛」成

為對抗「階級」、「非人性」和「異化」，

以及任何等級制度的戰場。

1950到70年代的歷史被命名為

「歷史理性的絕對命令」4，而主體的

情感結構則被命名為一種前現代的，

「包含[對上下尊卑關係的絕對確認」

的「封建宗法之愛」5 ，在這個意義

上，在以「現代之愛」代替「封建之愛」

的名義之下，「現代主體」完成了對於

1950至70年代主體的否定過程。在這

個去政治化、去革命化的過程中，來

自於人道主義的「愛」被視作一種強大

的跨越階級和革命、建構現代化主體

的思想資源。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愛」在1980年

代的文藝作品中，具有摧枯拉朽的合

法性和正義性。在小說《愛，是不能忘

記的》中，作者張潔建構了「愛」／現

代、婚姻／前現代的二元對立，並以

主人公鍾雨頑強執著而孤獨的一生，

完成了一個現代主體的抉擇。在電影

《廬山戀》（1980）中，「愛」更是成為化

解國共的歷史仇恨、共同建設「祖國」

的支撐體系。或許正如劉小楓所宣告

的6：

我們這代人曾誤解過奇�，聽信過偽

造的奇�。實際上，奇�從來只有一

個，那就是十字架受難所顯示的奇

�，它昭示我們的是關於怕和愛的生

活的奧秘——我們過遲地意識到奇�

曾經就在身邊，否則，不會直到現在

才開始學怕和愛的生活。

正是在1980年代知識份子宣告「開始

學怕和愛」的新紀元，1950至70年代

主體被作為「非人」而加以遺忘，「愛」

伴隨[個人主義話語的全面登場，逐

漸成為替代「階級仇恨」的「現代化意

識形態」。

但是，僅僅有「愛」對於舊有話語

的消解，似乎並不足以完成現代性的

完整¤事，現代主體將不僅局限於

橫向的對於舊有話語的剔除，同時

還在於縱向的新等級制度的建立。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劉再復提出了

「大愛」。

在〈論文學的主體性〉一文中，劉

再復描繪出一個現代主體的大體結

構。在他看來，現代主體的情感結構

應該具有五個層次：生存需求層次、

安全需求層次、歸屬需求層次、尊重

需求層次和自我實現需求層次。這五

個層次層層遞進，前四種需求都被視

「大愛」是一種中國文

化中「上帝」匱乏的填

充物，它背後的真實

指向是被彼時知識份

子理解為西方現代主

體情感結構制高點的

基督教傳統，而「大

愛」的內核其實就是

「博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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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人文天地 為較為低級的「功利境界」，是一種沒

有獲得心靈「最大自由」和超越性的

「小愛」，是一種「個人的小自由」。只

有最後一種層次，即「自我實現的過

程」，方才是更高的境界。在這個境

界中，主體將獲得超越性和「內心的

大自由」，獲得「天馬行空的大精神」，

這種大精神就是「大愛」7。劉再復強

調，「大愛」正是這種自我實現過程的

內在驅動力：「這種愛是超我的、超

血緣的，超宗族的，超國界的。具有

博大之愛的詩人作家，絕不會只愛自

己，他們必定要超越自己，推己及

人，把愛推向人民，推向祖國，推向

整個人間。」8

如果對於提出「大愛」的語境進行

分析，那麼，正如劉再復所描述的，

中國人並不相信有上帝，而如果上帝

只是一種情感指向的話，這種情感可

以被理解為「大愛」。也就是說，「大

愛」是一種中國文化中「上帝」匱乏的

填充物，它背後的真實指向是被彼時

知識份子理解為西方現代主體情感結

構制高點的基督教傳統，而「大愛」的

內核其實就是「博大之愛」，也就是

「博愛」。在此，作為當時現代化意識

形態的建構者之一，劉再復提出「大

愛」事實上基於同代知識份子的普遍

焦慮，這便是怎樣以現代性話語重新

對於中國文化進行闡釋；換言之，怎

樣將中國的表述方式接續到西方現代

性的脈絡之中。

通過對於「大愛」的建構，劉再復

找到了一種可以與西方基督教傳統比

肩的中國式的情感結構——將「大愛」

放置在現代主體結構的制高點上，並

通過與「博愛」的曖昧並置來完成二者

的同構化。與此同時，通過將「祖國」

與「國家」相分離，來完成大愛／祖

國、博愛／上帝的同構化。這樣一

來，一套闡釋中國現代主體的情感結

構的話語便被建構出來，這套價值體

系構成了1980年代西方現代性崇拜的

表徵。

從表面看來，《南京！南京！》重

新使「大愛」成為犬儒社會的新共識。

但事實上，它在全盤接受1980年代現

代性崇拜的同時，卻否定了當時的自

由主義想像。如果說當時的「大愛」話

語致力於擊潰舊有的社會結構，並因

而充滿理想主義的激情，那麼當「大

愛」、「人性」在《南京！南京！》中復

現，一種全新的強者／弱者的西方現

代性邏輯已經替代了當時的自由主義

暢想。簡言之，「大愛」已經完成了與

現代性強權邏輯的共謀。在這個意義

上，與其說《南京！南京！》重喚人

性，不如說它在「人性」的名義下確立

了強權邏輯。

影片開端，日本軍人角川面向刺

眼的陽光閉上雙眼，接[，鏡頭便追

隨角川在晃動的、充滿驚詫和不真實

的視角中進入南京城。在開端處，影

片已經通過看與被看，區隔出兩重截

然不同的世界：角川的世界和南京的

世界。在角川的目光下，「被看」的

「南京」與其說是中國歷史中那個曾經

遭受屠殺的故都，不如說只是一個抽

象的、充滿陌生感和寓言性的「野蠻

之城」。「野蠻之城」充斥[「野蠻人」

的邏輯，即暴力、戰爭、勝利與失

敗，這種邏輯已經獲得充分合理化。

在這種合理化之下，「日本」與

「中國」分屬勝利／失敗（主人／奴隸）

的雙方，勝利者可以活下來，並且可

以不需任何理由地殘殺失敗者；而作

為失敗者，任何反抗都失去了合法

性，唯一的選擇便是勇敢地、沉默地

赴死。這一過程的最好體現就是中國

軍官陸健雄（劉燁飾），他面對死亡第

當「大愛」、「人性」在

《南京！南京！》中復

現，一種全新的強

者／弱者的西方現代

性邏輯已經替代了

1980年代的自由主義

暢想。簡言之，「大

愛」已經完成了與現代

性強權邏輯的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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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站起身來，這種挺身並不是出於

任何宏大意義，而僅僅是一個失敗者

的「本分」和「職責」。似乎完全不必像

站在陸健雄身後的那些人一樣，臨死

前大喊「中國不能亡」，處於鏡頭正中

的陸健雄顯然拒絕任何吶喊，他忠實

地認同並履行了勝利者／失敗者的邏

輯，忠誠地在這個邏輯中盡了失敗者

的義務——甚麼都不說，蒙上雙眼。

影片中的一段對話（也是最長的一

段對話）毫無掩飾地說明了這個邏輯。

當日本人向安全區索要一百個慰安婦

時，德國商人拉貝與隊長進行談判：

拉貝：那麼，如果我們拒絕呢？

日本隊長：如果你拒絕，他們會派軍

隊摧毀安全區。他們用三天時間佔領

南京，花一個小時就能摧毀這ã。你

清楚他們的實力，你們沒有選擇。中

國輸了這場戰爭，南京已經不是你們

的首都了。

「中國輸了這場戰爭」，這是此後

的一切災難、一切索要、一切殘害的

罪惡之源和全部理由，這是因為「輸

了」，所以「沒有選擇」。正是在這種

強大的邏輯之下，失敗者（中國人）的

所謂「抗爭」才顯得如此孱弱無力，並

且全無意義，最多不過像陸健雄一

樣，沉默且毫不猶豫地走向死亡。或

者像妓女小江（江一燕飾）那樣，勇敢

而無奈地走向死亡。不乏幽默的是，

最為奮勇的反抗者竟是漢奸唐天祥

（范偉飾），似乎只有他在為爭取生

存，在為改變失敗者必死的命運而努

力奮鬥，儘管這種奮鬥在舊有的民族

主義脈絡中是如此齷齪和卑劣。正是

在這種反抗的意義上，這個漢奸甚至

具有了某種正義性和革命性。但很自

然地，儘管唐天祥以日本人的「朋友」

自居，但他畢竟不是日本人；更準確

地說，他畢竟不是勝利者，他屬於失

敗者陣營。這種命運無法改變，他的

死亡只能再一次複製這種邏輯。

相對於「野蠻之城」，角川（以及

拉貝、美國傳教士魏特琳、姜老師

〔高圓圓飾〕）所代表的世界顯然是高

級而貴族式的。問題在於，角川和姜

老師何以具有這種超越性的位置，

何以能夠外在於「野蠻之城」的殘暴

邏輯？答案或許是，他們是「讀過書

的」，角川不同於失敗者（中國人），甚

至也不同於勝利者（日本人），他是浸

沐於西方宗教和語言的另一種人——

文明人（在中國和日本之「亞洲」的野

蠻邏輯之外）。正是在「十字架」文明

的沐浴之下，角川和姜老師得以具有

某種「大愛」式的情懷，得以獲得俯瞰

眾生的高度。而角川之上的拉貝等

人，則處在更高的等級之上，是「野蠻

之城」完全意義上的拯救者。在此，與

1980年代西方—俄國（托爾斯泰[Leo

Tolstoy]）—中國（魯迅）的等級建構如

出一轍，西方—日本—中國的等級鏈

條被呈現出來。不同的是，相對於

1980年代弱者同樣擁有「大愛」的表述，

此時的「大愛」成為「文明人」的特權，

成為對於權力等級的無保留的認同。

在這個意義上，《南京！南京！》

重新借用了1980年代的現代性話語，

並在借用的同時，在「大愛」和「人性」

的名義下，確立了資本的霸權。與其

說《南京！南京！》喚起了南京大屠殺

與人性的記憶，不如說，它完成了最

大限度的遺忘。擁護者斷言：「《南

京！南京！》則是一次全面的跨越，

或者說是一次總結性的發言。」9而反

對者，如中央電視台經濟頻道主持人

馬斌則以1980年代式的自由主義立場

抵抗「大愛」的彌合力，在《南京！南

《南京！南京！》重新

借用了1980年代的現

代性話語，並在借用

的同時，在「大愛」和

「人性」的名義下，確

立了資本的霸權。與

其說它喚起了南京大

屠殺與人性的記憶，

不如說，它完成了最

大限度的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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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川：「歷史永遠是強者的歷史，是

被¤述的歷史，是不可能被還原的歷

史。在南京大屠殺那個歷史時刻，去

討論普適價值，探討人性的東西，純

粹扯淡！」bk馬斌的談話事實上暴露出

歷史的斷裂，暴露出強權邏輯與自由

主義立場之間的對立。

在馬斌看來，「大愛」這種「普適

價值」應該是賦予弱者的，怎麼能賦

予暴力的勝利者角川呢？面對這種質

疑，陸川不得已做出了不同層面解釋，

但無論陸川怎樣解釋，問題的關鍵始

終在於，陸川和那些可以分享《南

京！南京！》人道主義話語的觀眾，

並沒有認為其間存在問題，他們的發

言位置始終和那些自由主義者不同。

正是在這I，《南京！南京！》不再顯

得「老舊」，而是格外新潮，它事實上

在「大愛」的支撐之下，講述了「野蠻

之城」和「文明人」雙重世界的不同故

事，並直接與「大國崛起」構成對話。

二　「野蠻之城」：職業倫
　理與中產階級主體

當我們進一步考察「南京」，或者

說，「野蠻之城」的寓言，不難發現，

這種表述事實上將生死抉擇、人道主

義、民族愛恨等種種宏大¤事轉換為

一種合理主義，而支撐這種合理主義

的是中產階級職業倫理。在這座城池

中，沒有微言大義，無論是從軍還是

從娼都只是謀生的手段，一切都按照

職業倫理進行，軍人可以抵抗，抵抗

不成可以投降，再不成可以被殺，妓

女小江也直言不諱，「憑本事吃飯，

怎麼了？」在這個城池中，酷烈的物

種競爭借助「南京大屠殺」的名義上

演，與其說影片在講述「抵抗史」，不

如說，影片以職業倫理重構了南京大

屠殺。「南京大屠殺」變成資本積累的

隱喻，「野蠻之城」表徵[那些不幸在

「屠殺」中淪落於生物鏈底層的人們，

其間，勝利者和失敗者更像是一種職

業身份，他們各司其職，從不僭越。

而在南京大屠殺所應具有的宏大悲愴

與抵抗的意義上，對於「南京大屠殺」

的重述暗合[韋伯的話：「生活聖潔

化的過程幾乎具有了一種企業經營的

特徵。」bl

問題在於，觀眾何以從中看出了

「人性光輝的神曲」？1980年代充滿理

想主義的人道主義何以與這種工具理

性並行不悖？應當說，這種轉換並非

從《南京！南京！》肇始，而是發生在

1990年代中期。《南京！南京！》混淆

不清的「人性」與「野蠻」，恰好構成了

1980年代「大愛」話語向中產階級職業

倫理轉換的寓言。當1980年代的自由

主義知識份子置換為1990年代的中產

階級時，其內在的支撐點已經從精英

主義的人文訴求轉變為資本的邏輯。

我們可以選取兩個點作為這種轉換的

見證。一個是中國青年志願者協會的

建立，另一個是「主旋律電影」《離開

雷鋒的日子》（1997）的成功。

1994年，中國青年志願者協會建

立，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舉措。中國青

年志願者協會章程規定：「本協會通過

組織和指導全國青年志願服務活動，

為社會提供志願服務」，「奉行『奉獻、

友愛、互助、進步』的準則」bm。而如

果說，青年志願者協會只是一個奉行

人道主義和「奉獻」、「友愛」的青年組

織，那麼當1997年剛剛成立的具有官

方和大資本背景的北京紫禁城影業公

司，在其第一部電影《離開雷鋒的日

子》中對志願者進行專門的呈現時，

《南京！南京！》混淆不

清的「人性」與「野蠻」，

恰好構成了1980年代

「大愛」話語向中產階

級職業倫理轉換的寓

言。當1980年代的自

由主義知識份子置換

為1990年代的中產階

級時，其內在的支撐

點已經從精英主義的

人文訴求轉變為資本

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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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者便不再是一個簡單的事實。應

當說，「志願者精神」孕育[彼時的新

主體——「中產階級」的道德構想。

《離開雷鋒的日子》是剛剛改組的

北京紫禁城影業公司以資本為助力的

第一部主旋律電影，也是在1979年

《雷鋒之歌》後對於雷鋒精神的另一次

呈現，在這一時間地點重新闡述雷鋒

精神無疑是有趣的。影片選取了極其

特殊的¤述位置——「離開雷鋒的日

子」，表示雷鋒已經作為一段「異化」

的前史被擠壓在黑白色的空間之中，

這段黑白色的空間是主人公喬安山的

記憶，也是他對於社會主義歷史的重

述。《離開雷鋒的日子》的編劇王興東

在接受訪談時將雷鋒精神和孔繁森精

神都稱為「大愛」：「車輪奪去了他倆

蓄滿大愛的心靈，車禍使這兩位人民

喜歡的好兒子過早地離開了我們。」bn

這句話將「大愛」放置在1990年代的語

境中，並和1950至70年代的「人民喜

愛的好兒子」構成了微妙的錯位。然

而，這部影片的要點已經不僅僅在於

以「大愛」話語重構了1950至70年代的

歷史，重構了雷鋒精神，從而使雷鋒

變成「大愛」的化身，更在於將雷鋒之

「愛」與志願者精神連結在一起。

在電影結尾處，雷鋒精神的傳承

得到了想像性的完成，正當喬安山父

子在為雷鋒精神的不合時宜而爭吵之

際，荒漠中跑來了一個青年志願者，

志願者指[紅帽子上的愛心符號說：

「這是一隻手，代表了援助，這又是

一隻鴿子，代表了和平友愛，全國各

地走到哪只要看到這個符號，有急事

和困難找我們就好使，都能無償幫

忙。」兒子受到感染與啟發，從趙校

長手中接過小紅帽，加入到「現代雷

鋒」——志願者的行列之中。在此，

雷鋒精神在父子的理解和認同之中找

到了全新的交匯點，青年志願者以其

「愛」的表述完成了雷鋒精神在當下的

具體化。

「愛」的話語使雷鋒精神發生了偏

移，雷鋒離開了。「一個高尚的人，

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

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

人民的人」這個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

中的表述bo，進入到「懂得愛別人，也

能被別人愛」的邏輯之中。在此，正

是1980年代所建構出的「大愛」邏輯，

也就是「超越自己，推己及人，把愛

推向人民，推向祖國，推向整個人

間」的邏輯，將雷鋒精神bp有效地納入

到中產階級的道德建構之中。

這種中產階級道德既不同於雷鋒

精神，也不同於1980年代浪漫而宏大

的「大愛」。這種「奉獻社會」和「工作

內行」更近似於韋伯在討論「資本主義

經濟倫理」時提到的感恩的「勞動

者」，即「宗教禁欲主義的力量還為他

準備了一批有節制的、盡職的、勤奮

異常的、把勞動視為上帝之所希望的

一種生活目的而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勞

動者」bq。也就是說，借用雷鋒精神而

獲得合法性的志願者精神，其實是一

種「盡職盡責」的職業倫理，是內在於

市場化和商品化過程中，對於中產階

級主體建構和想像之中的。而「大愛」

本身所包含的「奉獻」精神，其內在的

禁欲觀念正和中產階級「節制」、「盡

職」的道德訴求一脈相承。一如2003年

《浙江日報》電子版的文章〈大愛無言〉

所說的：「大愛無言，不需要標籤，

不需要口號，唯在認真踏實的行

動。」br經過一番改造，「大愛」在繼續

擁抱西方現代性的軌道上，開始詢喚

與1980年代不同的主體。

到了電影《南京！南京！》中，對

於中產階級的呈現得到進一步推進，

志願者精神其實是一

種「盡職盡責」的職業

倫理，是內在於市場

化和商品化過程中，

對於中產階級主體建

構和想像之中的。而

「大愛」本身所包含的

「奉獻精神」，其內在

的禁欲觀念正和中產

階級「節制」、「盡職」

的道德訴求一脈相承。



72 人文天地 這個1990年代中期被賦予浪漫想像的

主體神話（如白領麗人），終於在新世

紀回到了應有的位置（生物鏈底層）。

在《南京！南京！》的創作者看來，這

些尚在「野蠻之城」掙扎的群體顯然不

能構成觀看主體，他們始終是被看的，

是被動的客體。不僅如此，他們的

「大愛」也在此時褪盡了一切神話性，

重新變成工具理性微不足道的齒輪。

三　角川．大愛．慈善：
　大國崛起的新主體

那麼，在《南京！南京！》所表徵

的社會構型中，欲望的觀看主體是誰

呢？這一酷烈的生存之戰是在角川的

視角中呈現的。角川是誰？是一個日

本軍人。如果暫且擱置角川的民族身

份，僅僅從角川在文本中的結構性位

置加以考量，那麼在《南京！南京！》

中，有兩個人得以幸運地外在於「野

蠻之城」，他們便是角川和姜老師。

這種超越性的位置使得兩人心有靈

犀。當角川奉命搜索難民營，在姜老

師的房間I看到十字架項鏈時，角川

立即自我介紹說，他是church school的

老師，要求姜老師將這條項鏈送給自

己，姜老師同意了，二人在「交換」中

完成了對彼此身份的確認與共識。當

姜老師被抓後，她在眾人中找到角川，

會意而信任地讓他殺了自己，角川則

萬般理解，不辱使命。應當說，在電

影的製作者看來，只有濡染於西方基

督教文明，擁有「大愛」的角川才擁有

觀看的權力，才成為真正的「主體」，

他像是韋伯所說的「塵世之內上帝選定

的聖者精神貴族」，與世間「受棄者」之

間存在[「無法逾越的鴻溝」bs。也正

是由於基督教與「大愛」，角川和姜老

師才成為超越民族國家（超越亞洲），

超越酷烈的生存之爭而惺惺相惜的

「高等人」（文明人）。

在「文明人」的高等身份得以呈現

的同時，他們所具有的人性和博愛已

經喪失了任何批判、反思、拯救的力

量，毋寧說，這些1980年代的批判武

器只不過構成了新世紀的象徵資本。

無論角川秉承[何種偉大的人道主義

信念，卻從沒有使這種信念成為阻礙

殺戮和暴力的力量，恰恰相反，角川

多次目睹殺人場景，卻絕無阻攔和抗

在電影中，角川以其

「文明人」的身份成為

視點發出者和言說

者，而在現實的層面

上，角川和姜老師則

標識A1990年代中期

以來有別於中產階級

的主體建構，並構成

當下「大國崛起」的主

體鏡像。

《南京！南京！》中，姜老師和難民營的女人們營救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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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姜老師更是只能在人道主義的光環

下無聲啜泣。這些秉承「大愛」（博愛）

的人們並非表徵任何否定性，恰恰相

反，他們彷彿只是無意中淪落到南京

而玷污了自己。他們標識[以金髮碧

眼的拉貝（西方人）為塔尖，以角川和

姜老師之貌似西方的東方人次之，以

普通南京人為最低劣的等級序列，

以及對這一序列的臣服。在電影中，

角川以其「文明人」的身份成為視點發

出者和言說者，而在現實的層面上，

角川和姜老師則標識[1990年代中期

以來有別於中產階級的主體建構，並

構成當下「大國崛起」的主體鏡像。

1990年代，與中國青年志願者協

會同時成立的，是中華慈善總會。在

中華慈善總會第一任會長崔乃夫的訪

談中，崔乃夫提出了一種「公益」的理

念。他以「西方的富翁」作為範例，提

到：「差不多全體美國人都會主動地拿

出一部分時間來做義工，做志願者。

也正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下，許多西方

的富翁，他們並不想把財富都留給子

女，卻更願意把它捐贈給社會，用於

公益事業。比如世界首富比爾．蓋茨

先生，就宣布要把絕大部分財富都捐

給人類的公益事業。」崔乃夫將這種精

神稱為「一種回饋社會的思想，一種感

恩的心態」，稱之為「愛心」bt。在此，

崔乃夫事實上很清晰地描繪出這種

「愛心」和「財富」之間的關聯。中華慈

善總會的「回饋社會」是一種疏導財

富，並藉此構建富人價值觀的方式。

這種價值觀再度借用了基督教話語，

但這次借用遠比「大愛」實際。這次借

用的是一種被稱作「慈善」的觀念，或

者說，是一種疏導財富流動的制度體

系。正如崔乃夫所言，正因為基督教

中素有公益觀念，而中國的儒家思想

「基本上沒有一種回饋社會，反哺社

會的意識」，「相對來說，與以基督教

精神為內核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國傳

統文化中缺少現代公益的基因。」ck

因此，儘管需要以宗教式的禁欲

主義對富人進行規訓，但卻難以用基

督教和博愛來進行整合。正是在這個

意義上，幾乎和1980年代的困境有些

相似，「大愛」再度成為一種中國式的

替代物，並借助2008年汶川地震的契

機，真實地浮出了水面。當然，此時

的「大愛」已經變成一種有效的對富人

及其財富進行整合的意識形態。作為

一種替代物，人們不斷徵引卡耐基

（Dale Carnegie）、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

和蓋茨（Bill Gates）來突顯「大愛」的

「世俗性」，這種「大愛」更接近於所謂

的「自由慈善主義」，也就是從韋伯合

理化理論中引申出的世俗化的「慈善」

觀念。

新世紀以來，富人的「大愛」話語

似乎具有更強的現實針對性，隨[「富

一代」（暴發戶）和「富二代」（富豪第二

代）的財富交替，財富的急劇增長和

「處置財富的低級形式」之間的矛盾亟

待解決，現代財富主體亟待建構。

2003年，《公益時報》提出了「中國公益

元年」的說法，2004年，胡錦濤擔任中

國紅十字會名譽主席。而當2007年，

「富二代」隆重登場，他們便成為現代

財富觀念的代言人。這一主體不同

於「富一代」，他們「『富而好禮』，關

注民生，勇敢承擔社會道義，熱心公

益事業，讓財富『從社會中來，到社

會中去』」cl。他們堅守「大愛大美慈善

行」，「慈善是一種大愛，更是一種責

任」cm。然而，「富二代」具有怎樣的規

模和整合力呢？

中國紅十字會網頁上規定，一次

性捐款5萬元即可成為會員，如果參

「大愛」借助2008年汶

川地震的契機，真實

地浮出了水面。此時

的「大愛」已經變成一

種有效的對富人及其

財富進行整合的意識

形態。在「大災有大

愛」、「我有一個強大

的祖國」的宣告聲中，

中國的富豪被宣告為

「大國崛起」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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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產階級進行的首次數字化界定，

即考慮到城鄉差別，中產階級是人均

年收入6萬到50萬的人群。調查顯示，

在2005年，這樣的人群僅佔5.04%。

那麼，能夠一次性捐款5萬元，也就

是說，能夠真正分享這種主體位置的

人無疑將是幸運的極少數cn。但儘管

數量有限，1994年之後，這些「幸運的

極少數」所負載的資本實力及慈善文化

還是逐步壯大，而汶川地震所形成的

「天然的」強者和弱者的位置，似乎也

正提供了這一文化浮出水面的契機。

於是，在「2008宣傳文化系統抗震

救災大型募捐活動」——「愛的奉獻」

晚會上，儘管相聲藝人姜昆率領眾人

朗誦了講述中產階級（志願者、醫生、

老師、軍人）的詩歌——《我有一個強

大的祖國》，但真正在視覺呈現的意

義上構成了晚會的中心和主體的，卻

是那些站在舞台中央，捐款上億的富

人們。在此，在「大災有大愛」、「我有

一個強大的祖國」的宣告聲中，中國

的富豪被宣告為「大國崛起」的主人。

《南方都市報》的文章〈做有大愛有風

度的中國人〉指出，中國人不必為「國

際鐵公雞」而憤懣，中國已經足夠強

大，強大到足以寬容鐵公雞的一毛不

拔co。此處的「中國人」想必是指代那

些已經具備資本實力、無需外援的

「慈善家」，而不是「無償幫忙」的志願

者。同樣，當媒體總結說，1998年洪

水之時，只能用「風雨同舟」、「血濃於

水」為口號來整合港澳台各界的捐款，

到了汶川地震卻已經可以改用「大災

有大愛」的話語了。在此，推動「大

愛」之巨大整合力的似乎仍然是富人

慈善的資本力量，而不是中產階級職

業倫理。當慈善逐步操縱和覆蓋大眾

文化，當很多人深深自責不能捐款，

或者僅以極少的數額對這一主體位置

進行象徵性的分享時，其間體現出的

正是隱藏於「大愛」之下的階級現實。

在這個意義上，角川和姜老師正

對應[富人及其慈善文化，並構成這

一主體的鏡像和隱喻。在資本的依託

（而不是其他力量）下，角川和姜老師

脫離了生物鏈底層的境遇，開始擁

有觀看和講述的權力。他們「悲天憫

人」，以人道主義的目光俯瞰「野蠻之

城」，卻從不致力於改變現有的結

構。在他們的視角之下，冷戰和民族

主義已經不再構成支撐性的力量，資

本的全球湧流才是故事講述的起點，

因此，「超越冷戰」、「超越民族國家」

成為必需，中國人可以接受日本人關

於南京大屠殺的悲情講述，可以包容

日本人的罪惡，「大愛」（博愛）的品德

是如此重要，因為只有寬恕與包容才

是追尋財富的穩妥之道。

至此，似乎不得不引入角川的民

族身份問題，這也是影片公映後的最

大爭議之處，即為甚麼要以一個日本

人的視角來呈現南京大屠殺？論爭的

焦點事實上在於，¤事者無保留地認

同「精神貴族」角川的視點，以資本邏

輯替代民族的裂隙，這種¤事將資本

前進途中的一切不和諧與異質性（民族

主義）都予以改寫和壓抑，資本的閹

割力將使歷史空前單一和順滑。但這

一視角未能被那些尚未如此深陷於資

本邏輯的中產階級所接受，在這些

「野蠻之城」的人們看來，民族主義構

成了抵抗資本剝奪的屏障，因此，南

京大屠殺的民族創傷是不能彌合的。

在這個意義上，論爭與其說是關於民

族的，不如說是關於階級的。

似乎不約而同，在《南京！南京！》

公映的另一側，是甚囂塵上的「大國

崛起」的論爭。在唐晉主編的開山作

影片公映後的最大爭

議之處，即為甚麼要

以一個日本人的視角

來呈現南京大屠殺？

r事者無保留地認同

「精神貴族」角川的視

點，以資本邏輯替代

民族的裂隙，這種r

事將資本前進途中的

一切不和諧與異質性

（民族主義）都予以改

寫和壓抑，資本的閹

割力將使歷史空前單

一和順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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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南京！》

《大國崛起》中cp，歷史同樣被建構為

一條極為順滑和同質化的脈絡、一個

以「技術」和「文明」（西方工業文明）為

支撐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的終

端，是作為文明崛起（非暴力崛起）的

中國，也就是說，作者不僅將中國置

於「現代化」理所當然的序列當中，而

且為中國設置了一個更為「文明」且高

級的位置。這一位置再度與角川「精

神貴族」的位置相重合，正是憑藉[

一種「大愛」的精神，中國才得以超越

於現代性的種種暴力和弊端，以一種

「貴族」的文明的方式立足於現代性的

制高點。因此，十分有趣，似乎無論

在哪種意義上（「大國崛起」主體的想

像抑或中國的自我想像），《南京！南

京！》以角川為視角的¤述，都是個

恰逢其時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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