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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人能說話嗎？」二十六年前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如是問到。這

當然不是在質疑底層人能不能開口說話，而是說在各種權力、精英言說主導的

話語結構中，底層人所說的話不被承認，被遮蔽、掩蓋、扭曲、取消1。問題不

僅於此，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追問「底層何以被確定？」也就是說，不僅是底層

的聲音被抑制、湮滅，而且是底層的身份——作為具體的個體又作為人民主體

的底層何以被指認？斯氏所舉出的芭杜莉（Bhuvaneswari Bhaduri）是底層社會的

一份子，而且可能是傑出的一份子，但是她又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解殖時期

的印度底層社會？而且更具反諷性的是，倘若不借助於斯皮瓦克這個「借居於」

西方學術體系的「反制度精英」，可能她想發出的「獨特的聲音」，永遠不會被我

們所聽見；尚且不論斯皮瓦克對這個聲音的傳述至少從文本文字的比例來說，

是作為對於福柯（Michel Foucault）、德勒茲（Gilles Deleuze）、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等不無晦澀、抽象的理論話語討論的附屬成份出現的2。

這Ö我們回顧並追問斯氏底層話語，並無意於沿Ü斯氏的思考範圍做進一

步的理論延伸，而是想藉此展開對中國西藏問題的思考：考察在中共政府、西

方、達賴喇嘛、新興民族—民主精英份子以及中國愛國主義等各方言說的糾結

中，具體而實在的普通西藏人的聲音被遮蔽的現實，探究「西藏人民」這一被各

方話語所爭奪的「主體」，是如何被建構、改造、挪移、空洞化的。雖然我們無

法全面地展現這一問題實際存在的狀況，但借助於對個別典型文本的話語結構

性分析，或許可以讓我們對制約西藏問題的主導性話語權力關係的實質，有一

個較為宏觀、整體，卻也不失具體、豐富的認識。

一　《農奴》：西藏人民自發的覺醒？

這Ö我們首先要涉及到的一個典型文本是電影《農奴》。這一拍成於1963年

的影片，曾被廣為放映，並產生了相當的影響3，不過它到1970年代末之後就逐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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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淡忘，其所表現的痛苦的西藏，也被後來的各種各樣香格里拉化的西藏所替

代，但是，近年它在中國又被再次想起、重觀。《農奴》以及與這一影片名稱相同

的概念之所以再現於意識形態角逐的現場，直接的原因當然是西藏問題的激化，

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風波和拉薩「3．14」事件的爆發，但更深層的原

因卻在於，包含在西藏問題之中的關鍵性結構問題及衝突依然存在，沒有解決。

就《農奴》的情節看，我們可以抽象出一個內含三角形關係的四邊形結構關

係，如圖1：

圖1　《農奴》結構圖

農奴主（政教合一政權）農奴（西藏人民）

解放軍（黨） 西方帝國主義

在影片中，有關西方帝國主義勢力的Ü墨非常少，只是影片最後武裝叛亂者向境

外發報以及那幾個展示國籍不明的飛機的鏡頭，讓人們聯想到1959年「西藏事變」

背後的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影片中無論是代表共產黨、代表中國的解放軍，還是

西藏的上層宗教叛亂勢力，都與外來勢力基本沒有發生直接的關係，所以我們在

圖中用虛線標示右半邊的三角形關係。與之不同，左半邊實線勾勒的三角形關

係，則是主導影片情節發展及意義表達的基本關係結構。在這個結構中，農奴與

政教合一勢力的衝突，是矛盾的聚集點，我們用粗線條來標示；而解放軍則承擔

Ü幫助、支持農奴謀取翻身得解放的扶助性角色。這樣的權力三角形關係結構，

無疑與1950至60年代大量電影中「解放話語」或「翻身話語」的結構是一致的。

但是，仔細比較後我們可以發現，影片《農奴》與這一結構有Ü細微且意味

深長的差別。在影片中，解放軍之於主角強巴（作為廣大西藏農奴的象徵者）等

農奴翻身解放的作用顯然被有意控制了，影片反而突出強調了強巴如何在苦難

的成長過程中萌發、積累反抗意識，並起而與壓迫他們的頭人、宗教勢力做鬥

爭，最後才在解放軍的幫助下獲得了翻身解放。農奴強巴覺醒、反抗的成長經

歷，顯然是「內生」、「自發」性的，作為黨的化身的解放軍並沒有扮演啟蒙者的

角色；如果說黨（解放軍）的啟蒙並非完全沒有的話，也不過是以傳說的間接形

式一筆帶過，其所起的作用，甚至不如給強巴傳遞「菩薩兵」信息的老鐵匠家人

重要。這顯然與「紅色經典」4的1述是很不一樣的。

比如在小說《青春之歌》（1958）中，我們看到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林道靜是

如何在個人的、方向不明的反抗中徒勞掙扎，只有借助於黨的引導、教育，她

才最終一步步地從一個幼稚、莽撞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覺醒並成長為無產

階級先鋒戰士5。再如在小說《暴風驟雨》（1948）中，在千年沉寂的元茂屯，深受

地主韓老六壓迫而無聲失語的廣大貧僱農的蘇醒、覺醒、反抗、解放的「歷史時

間」，也是由打破沉寂冰封大地的土改工作組的馬車聲開啟的6。就是在其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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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革命英雄成長和翻身解放的「紅色經典」中，黨或解放軍的動員、宣傳、

組織、引導的作用，往往也都是至關重要並始終與主要情節線索同時並進的7。

上述傾向在當代文學出現之初就很明顯，1950年代後期以後則愈發強化，

但是問世於1962年提出的「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之後的《農奴》，卻與整

個當代文藝思想演進的趨勢稍稍發生了一點偏離。這當然不是偶然的，而是與

中國在西藏問題上所遭受到的國際壓力直接相關。這種壓力凸顯出了縈繞於西

藏問題中的核心問題：1950年代以來在西藏發生的一系列重大變故，究竟是中

國新政權幫助廣大西藏人民擺脫剝削壓迫、實現翻身解放訴求的歷史，還是中

共政權罔顧西藏人民自我管理或民族自決的願望，用武力入侵佔領西藏並將自

己的意願硬加到西藏人民頭上而強行改造西藏的歷史？

面對強大的國際壓力與質疑，中共、中國政府當然必須予以回應，而且必

須以「西藏人民」的名義加以回應。所以無論是《農奴》本身還是激發其創作衝動

的1960至1961年間的活報劇《強巴的遭遇》，都將矛盾發展的核心，聚焦於強巴

說話能力被剝奪與重新恢復的過程，就再自然不過了。因此，影片原先所設想

的兩個片名——《裝啞巴傳》和《鐵匠與啞巴傳》，雖不如《農奴》這樣凝練、富於

階級概括性，但卻可以更為直觀地表達「舊社會使農奴成了啞巴，新社會讓農奴

開口說話」的主題8。而這或許不無反諷地印證了斯皮瓦克所謂的「如果沒有有效

的制度背景，抵抗就不會得到承認」9。同樣，這也印證了重要的不是文本說出

的而是文本沒有說出的這一說法。

所以，真正促使《農奴》誕生、推動其主體情節發展的，不是影片顯性的那

個實線三角形關係，恰是那個隱含的虛線三角形關係。當我們以文本深層結構

的分析，照亮原本隱藏的「共產黨解放軍—政教合一的農奴主集團—西方帝國主

義」三角關係的時候，原本處於影片前場中央的農奴，則黯然失色了，並退出舞

台中央；而這正是當時被建構的西藏人民、翻身農奴實際所處的位置與所扮演

的角色。這並不是說在當時所有不同形式的「西藏解放話語」文本中「西藏人民」

所扮演的農奴角色是純粹被動的、無歷史根據的bk，但就所書寫、所言說的文本

和歷史現實文本的實質結構來看，「西藏人民」充其量不過是被建構的、抽象

的、被詢喚的主體bl。

二　「西藏新小說」：神奇的西藏？

1978年中共放棄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開啟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

的歷史，這不僅帶來了人們一般所看見的中國社會的變革，而且也帶來了國家

民族政策的變化，只不過後者一般不被主流社會關注而已。與之相伴，原先幾乎

被完全否定的以藏傳佛教為代表的傳統文化，也開始在西藏逐漸回復，同時在文

藝創作領域中，「西藏1事」和「西藏抒情」也開始了悄然的變化。進入1980年代

中期，借助於「西藏新小說」的興起，文藝作品中的西藏1事一躍發生了重大的

變化，在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下，原來以《農奴》為表徵的苦難深重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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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開始表現為「神奇的西藏」bm。與此同時，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召開，西藏遊也漸漸升溫bn。過去無論是從事文學研究還是關注西藏旅遊業發展

的人，都沒有將這兩者結合起來分析。但現在來看，這兩者在1980年代大致同

時的起步與漸熱，折射出中共西藏政策變化對西藏經濟與文化發展的推動作

用，同時兩者之間也隱含了西藏文學文本與社會經濟文本結構相似性的變化，

這由圖2和圖3的對比就可以看出：

過去那個由《農奴》所表徵的苦難西藏要麼發生了重大變形（圖2），要麼完全

消失了（圖3），在這兩個結構中，西藏都被神秘化了。先前被階級鬥爭話語所分

割開的農奴階級與政教合一統治階級的現代性二元對立關係已不復存在，西藏

被定位於一個神、人、山水融合一體的文化空間，在那Ö，沒有歷史、只有輪

迴。不過在以扎西達娃為代表的新型西藏1事中，西藏還不是香格里拉化的西

藏，而是更類似於馬爾克斯（Gabriel G. Márquez）《百年孤獨》中那個被世界遺棄

了的馬貢多鎮；同樣，扎西達娃在模仿《百年孤獨》的同時，也汲取了它的後殖

民文學的民族性思考這一特徵，因此在扎西達娃的一系列作品中，不僅表現出

了重返本民族文化傳統的意向，同時也蘊含Ü對西藏、藏民族未來的深深憂

慮，而這兩者就集中地糾結於其作品以至於大多數西藏新小說所共有的「傳統與

現代」雙重行走的悖反式結構中。由此，我們可以從圖2演化出另一個更深層的

三角形結構（圖4）。

與扎西達娃小說文本所深含的民族性、現代性的焦慮不同，圖3的香格里拉

旅遊話語結構起來的是欲望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關係，它所呈現的西藏完全是

一個「東方主義」視野下的被欲望的對象（儘管在很長的時間內，這一性質並不為

中國大陸文化界所指認bo），因此，它並不具有對藏民族前途的憂慮，更不具有

對於藏文化傳統的批判性反思。所以，香格里拉旅遊文本中欲望主體與欲望客

體所指向的不是懸置的未來的西藏，而是發明並主導了這一消費二元結構的作

為主體的西方他者（圖5）。

兩相對照應該說，文學的魔幻西藏可能是更靠近主體性的自我反思，因

此，雖然不能說它發出的就是西藏人民的「本真」聲音，也不能說它就不是另外

一種精英式的民族代言（而且它也帶有相當的抽象性），但是它不是由他者主導

的、切斷了西藏當代歷史變革聯繫的他者的1事bp。但是很可惜，由於相關作家

本身和中國文化意識形態語境的局限，文學魔幻西藏1事，並沒有如它所師承

的拉美文學那樣，向複雜、縱深發展，相反，卻被後來海量增長的各種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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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思，因此，雖然

不能說它發出的就是

西藏人民的「本真」聲

音，也不能說它就不

是另外一種精英式的

民族代言，但是它不

是由他者主導的、切

斷了西藏當代歷史變

革聯繫的他者的'事。

圖2　文學魔幻西藏

1事者 —— 魔幻西藏

圖3　香格里拉西藏

旅遊者 —— 香格里拉

圖4

民族1事者 —— 魔幻西藏

------

未來西藏

圖5

旅遊消費者 —— 香格里拉

--------

西方

---
---

--

圖6

中國（漢人） ——  西藏（藏人）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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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化的1事所淹沒bq。也就是在神奇、魔幻、聖潔、純美的文化西藏想像

充塞中國大陸文化空間之時，另一種衝突性的想像關係也悄然進入中國，並日

漸影響了愈來愈多國人的意識，逐漸成為主導性的想像—現實關係結構（圖6）。

在這個早已在西方存在的話語結構中，不管是強調中國（漢人）與西藏（西藏人

民）的一體性，還是強調西藏（西藏人民）與西方、達賴集團的一體性，實際上中國

（漢人）與西藏（西藏人民）在人們的思維中，就已經被割裂開來了。原先《農奴》中

那個由階級鬥爭、解放話語所結構的，包括廣大翻身農奴在內的整體的中國、中

國人民的主體，已然被瓦解。這一點現在看來非常清楚，只是在2008年之前，它

在現實（尤其是西藏青年知識份子）中的巨大影響力被中共政府輿論控制，自欺地

強行遮蔽了而已。而電影《紅河谷》（1999）可以說正是這種文化語境的產物。

三　《紅河谷》：藏漢一體的文化想像

看過《紅河谷》的人都知道，這無疑是一部表達中華愛國主義的影片，它的基

本1事設置就是通過不斷強化藏漢一體的文化想像，來形成「團結一體的中國」與

西方外來侵略者之間的對抗結構。儘管影片中不乏對於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殘酷

性的表現，但由於影片對「文化」要素的充分使用，它所表現的1904年的中（藏）

英戰爭被披上了浪漫旖旎的文化外衣，戰爭的你死我活的描寫被大大弱化了。

影片開場：1900年，某內地鄉村，老天無雨，大旱彌久，土地乾裂，莊稼絕

收；明晃晃的日頭當空懸掛，灑下萬道金光，照射Ü一大群袒露上身求雨的男性

和他們腳下那片開闊的黃土地，整一個凝重、壓抑、肅殺的氣氛；奔騰翻捲的黃

河邊，牛、羊等祭品一一被墜入渾濁、翻捲的黃河中；兩個身Ü豔麗紅裝的女

子，被鐵鏈牢牢地栓鎖在石磨盤邊，等待Ü被墜入黃河，奉獻雨神。無疑這是我

們早已熟悉了的第五代導演式的場景br，不過，這次充滿凝重、壓抑的祭祀，不

再是封閉的黃土地上的文化奇觀，而面容姣好的紅衣女子，也要逆流而上被送到

雪域高原，去上演一場漢人與藏人的生死戀，去扮演藏漢人民友誼的文化使者。

雖然這Ö對中原文化場景的描繪與影片後面西藏文化場景的大量展現，都

屬於相同的藝術手段——以文化景觀的展示，構成情節的模塊，追求象徵化的

表現效果，但是其中所隱含的對不同文化價值的判斷則是不同的：作為內地、

漢族文化基本象徵符號的是女性雪兒——一個被其所屬文化棄置的孤兒，甚至

是逃犯；而收留了雪兒的則是藏人康巴漢子格桑一家。這家人一如影片《農奴》

中強巴的家庭一樣，父親已經死去，有一個年邁慈祥的老奶奶、還有差巴bs的兒

子格桑等。不過這個「差巴」之家的功能，不再是暴露頭人的兇惡、宗教的陰險

或西藏農奴制的罪惡，而是要承擔收養拯救漢地女兒，講述、傳承漢藏一體並

與上層社會一起抵抗西方入侵者，保Ô西藏、保Ô中國的使命。

當然影片這樣的處理，是為了表現藏漢人民一家親的愛國主義主題，但也

在相當程度上修改了傳統中國民族話語中族群關係的定位——落後、需要被幫

助、解放的藏族（少數民族）與先進、解放者、幫助者的漢族。這既表現了影片

實際上中國（漢人）與

西藏（西藏人民）在人

們的思維中，已經被

割裂開來了。原先

《農奴》中那個由階級

鬥爭、解放話語所結

構的，包括廣大翻身

農奴在內的整體的中

國、中國人民的主體，

已然被瓦解。只是在

2008年之前，它在現

實中的巨大影響力被

中共政府輿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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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導者對於藏族（少數民族）文化的尊重，也表現了他們對於香格里拉西藏的承

認與崇仰，但同時也包含Ü顛覆西方香格里拉1事話語權力關係，確定中國西

藏1事關係的用意。這種中國西藏1事的結構，可抽象化為圖7：

西藏

圖7

中原（漢） —— 西方帝國主義

圖7雖然與圖6非常接近，但是它卻不是西方主導的分裂性的話語結構，這

Ö藏族與漢族、西藏與中原結成了一個整體中國，團結一致反抗外來侵略者。

這種意識形態話語結構的想像固然美妙，但不用反觀當下的現實，僅僅根據影

片自身，就不難發現不少不自然、令人尷尬之處。比如影片極力將藏漢關係自

然化、歷史淵源化，為達此目的，不惜讓河水倒流將雪兒送到藏地，並借用藏

傳佛教輪迴觀將雪兒與格桑的愛情關係，處理為類似神話傳說的當下再生，而

且硬性安排讓1904年時的一個藏族頭人，義正辭嚴地向外來侵略者細數中華民

族大家庭的多民族成份bt，甚至讓一個虔誠信佛的老人搖Ü轉經筒給孫兒傳授甚

麼老大是長江、老二是黃河、小弟弟是雅魯藏布江的偽民族神話。

更具反諷性且意味深長的是，影片結尾，英軍將領羅克曼向格桑的最後道

白：「我們本來可以成為朋友的」；以及探險家瓊斯的心語：「為甚麼要用我們的

文明破壞他們的文明，為甚麼要用我們的世界改變他們的世界？」——現實是，

英人與藏人當下似乎並沒有甚麼衝突了，已經成為了很好的朋友；英帝國主義

充其量只是現代文明進入西藏的開啟者，而真正全面改造了西藏傳統文化的力

量恰恰來自中國內地，來自本身也被過度現代改造了的內地文化。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誰在述說這些民族大團結的言辭？侵略者的懺悔究

竟是在向誰而言？如果說《紅河谷》中這些令人尷尬的破綻，綻裂了影片意識形

態國家話語編制的勉強性，那麼2008年後一系列事態的變故，則以血淋淋的現

實，爆裂了民族團結、藏漢一家親的「偽神話」ck。

中國民族關係的激化，當然不是始於2008年，但是這一年所發生的奧運火

炬傳遞風波、「3．14」事件、南航飛機恐怖爆炸未遂案，以及一年後韶關旭日集

團維漢職工群毆案和隨後的烏魯木齊「7．5」慘劇，則以連環爆炸的方式，震驚

Ü中國，將中國族群衝突強烈地暴露在國人面前。可以說就是從2008年起，中

國族群問題成了一個再也無法遮蔽、隱瞞、迴避的公共問題。就我們這Ö所探

討的角度來看，從這一輪西藏問題的表現中，可以抽象出這樣一種話語性結構

關係，如圖8：

《紅河谷》在相當程度

上修改了傳統中國民

族話語中族群關係的

定位——落後、需要

被幫助、解放的藏族

（少數民族）與先進、

解放者、幫助者的漢

族。這既表現了影片

執導者對於藏族（少數

民族）文化的尊重，

但也包含]顛覆西方

香格里拉'事話語權

力關係，確定中國西

藏'事關係的用意。

圖8

漢族性的中國、民間網絡愛國力量 ——

-------

達賴流亡勢力

  西　方

西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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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所示的結構又回到了圖1的四邊形關係，不過又與圖1結構具有相當的差

別。第一，原先的「農奴」這一方，變成了「西藏人民」，並用虛線框起來。這並

不是說原來圖1結構中的「農奴」沒有「西藏人民」的含意，而是要說明，階級鬥爭

話語的放棄，中國及西藏問題的變化，都已經讓更具含混性、涵蓋性的「西藏人

民」這一概念，替代了「農奴」這一更具區分性、對立性的概念。

第二，原先的「共產黨」、「解放軍」這一極的內涵，被置換成了「漢族性的中

國」、「民間網絡愛國力量」，這與我們上面所分析的西藏話語演變走向是一致

的，表現的是西藏與中國分離傾向的加劇。

第三，圖形右邊的兩方縱向關係，與圖1結構中的對應關係沒有實質性的變

化，但所不同的是，它們之間的關係更為直接，而且原先被表現為萬惡的農奴

主階級的宗教勢力，不僅早已經過香格里拉話語的漂洗，褪去了反動、兇惡、

陰險的色彩，還穿上了神秘、寬容、自由、平和、流亡者的袈裟；同時西方勢

力也已經成為自由、民主的代表。他們雙方不僅在現實攻防中，而且在話語關

係上都成了話語權力的主導者，一起以「自由」、「民主」的名義、「西藏人民」的

名義，向「漢族中國」發起挑戰。

第四，我們特地在「漢族性的中國」這一極中標出「民間網絡愛國力量」這一

極，一方面是為了說明當下中國西藏問題中的「半民間性」cl的民族主義力量的突

出，另一方面是要凸顯這樣一種情況，即在這個大眾發言愈來愈方便的網絡時

代，在圍繞奧運火炬傳遞風波以來一系列涉藏輿論交鋒中，我們恰恰聽不到國

內絕大多數西藏人的聲音——不僅指一般的民眾，就是那些平常相當活躍的藏

族文學青年人士，也對相關事件保持了沉默cm。

所以，儘管中國、達賴流亡勢力、西方都強調自己才能代表西藏人民或表

達西藏人民的訴求，但實際上廣大西藏人民仍然是「沉默的大多數」，所以我們

給它加上了虛線框。不過的確由於香格里拉文化西藏想像的中介，少數境內藏

人（如唯色等）的「抵抗性活動」cn以及中國國家民主性的缺陷，使達賴流亡勢力顯

得似乎更能代表西藏人民，所以我們用實線將這一極與西藏人民聯繫在一起，

而用虛線聯接西藏人民與漢族性的中國一極。正是在這種形勢的作用下，就在中

國出現了重回「農奴」1事的舉措，無論是「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的設定，還

是電影《農奴》再次被熱捧，或是相關話題在網絡空間的發酵，都表明了這一點。

四　歷史多樣性的發現、指認、展開

通過前面的分析我們看到，在整整半個世紀的歷史過程中，實際上始終沒有

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非代言的「西藏人民的自我言說」。但是否就可以說這五十年

來的歷史，始終是大多數西藏人民沉默無語的歷史呢？恐怕不能。因為這不僅可

能意味Ü對歷史認知的暴力，同時也意味Ü取消在更高層面上推進歷史的可能。

我們在一開始引述斯皮瓦克的文章和她所討論的那個案例時就已經指出，

實際上不要說非代言的人民說話很難想像，就是「人民」如何定位都是非常困難

在圍繞奧運火炬傳遞

風波以來一系列涉藏

輿論交鋒中，我們恰

恰聽不到國內絕大多

數西藏人的聲音。儘

管中國、達賴流亡勢

力、西方都強調自己

才能代表西藏人民或

表達西藏人民的訴

求，但實際上廣大西

藏人民仍然是「沉默

的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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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民」並非天然的而被「非人民制度」遮蔽的存在，而是歷史的產物，是特

定現代歷史展開的產物。所以「西藏人民」這一概念以及「西藏人民是否能夠說話」

這一問題，本身就是西藏現代性歷史展開的產物，是包含在全球、中國現代性

歷史進程中的特定的西藏歷史，提出「西藏人民是否能夠說話」這一問題，決定

了它在不同歷史階段、歷史語境下的表現方式。所以對於想「真正」聽到西藏人

民聲音的人來說，對於想建構西藏人民能夠說話的制度的人來說，就不能簡單

地去判定歷史的是與非，簡單地去指認所謂「真正的西藏人民」和「西藏人民的聲

音」，而是要具體、辯證地解讀歷史，在「西藏人民聲音被遮蔽的歷史」中去傾聽

「西藏人民的聲音」，從而探尋能夠使「西藏人民的聲音」更為敞開的歷史前景。

如此，我們或許可借用黑格爾—馬克思式的歷史三段論的觀點，去解讀過去半

個多世紀的西藏歷史。

借鑒德國歷史哲學的歷史發展三段論或許可以說，西藏已經經歷了「正」、

「反」兩個發展階段，歷史發展的第三階段的腳步，已經走到西藏的身邊。而這

即將到來的第三階段，究竟在何時成為現實，究竟是正面意義的「揚棄」，還是

更大災難性的毀滅，當然是由歷史條件所制約的，但是也與人們願意怎樣去解

讀歷史密切相關。歷史的解讀，本身就是歷史條件的一部分，主觀—客觀歷史

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想看到西藏歷史得以在更高的程度上綜合，那麼我們就必

須以拋棄、保留、發揚和提升的視野來看待過去西藏的歷史。因此，無論是簡單

地美化舊西藏而完全否定新中國歷史下的西藏變遷所具有的正面意義，或是一味

肯定過去西藏變遷的正面意義並將西藏農奴解放話語抽象化、非歷史化，抑或是

一味強化西藏／中國、藏人／漢人的簡單劃分，都是片面狹隘、要不得的。

因為這些看法，都屬於簡單的二元絕對論，是對複雜、多樣性歷史的簡單

否定，而歷史多樣性的發現、指認、展開，恰恰是建構未來歷史、建構廣大西

藏民眾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自我發聲的制度的重要構成因素。如果我們不能以辯

證、開放、寬容、多元的心態去看待歷史、想像未來，那就只能在時過境遷的

「解放話語」中、在香格里拉西藏的虛幻中、在二元對立的思維中，或相互纏

鬥，或懵懂前行，任憑現代和前現代黑暗的幽靈起舞。世界民族的衝突史、第

三世界國家的「後獨立史」，都已經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

註釋
12　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著，陳永國譯：〈底層人能說話嗎〉、斯皮瓦克

著，李秀立譯：〈底層人能說話嗎——2006年清華大學講演〉，載陳永國、賴立里、

郭英劍主編：《從解構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頁90-136、411-20。

3 當年觀看《農奴》時被其中某些陰森鏡頭刺激所產生的恐怖感，至今仍依稀留存

於本文作者之一的記憶中。

4 近一二十年來人們用「紅色經典」來指稱新中國頭三十年間問世的那些有影響力

的文藝作品。

5 李楊的《抗爭宿命之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1942-1976）研究》（長春：時代

文藝出版社，1993），對此有非常精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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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沁夫的《在茫茫的草原上》，上部（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正是因為沒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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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斯特朗（Anna L. Strong）著，孟黎莎譯：《百萬農奴站起來》（拉薩：中國藏學出版

社，2009），等等。

bl 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著，李迅譯：〈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

筆記）〉，《當代電影》，1987年第3期，頁98-110、第4期，頁31-43。

bmbp　參見姚新勇：《尋找：共同的宿命與碰撞——轉型期中國文學多族群及邊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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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諷——小說中的西藏'事」。

bn 〈鄧小平最先提進藏旅遊線　30年西藏遊完成三級跳〉，新浪財經，http://finance.

sina.com.cn/g/20071219/04134308494.shtml。

bo 1980年代末，有人指出過西藏新小說「尋奇化」的問題，但這並沒有與對「東方

主義視野」的批判直接相聯繫（參見周韶西：〈困惑：對西藏新小說創作的理性思

考〉，《西藏文學》，1990年第2期，頁4-12），只是到了前不久，汪暉才對香格里

拉化西藏'事中的「東方主義化」的問題，做了較為集中的引介和討論（參見汪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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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作品、散文、小說、詩歌、遊記、人類學考察報告、藏傳佛教讀本等等等等，

令人腳不停步、目不暇接、耳不暇迎，匯成綿延不息的西藏文化熱，構成為可觀的

經濟—文化產業鏈。

br 如《黃土地》（1985）、《老井》（1986）等影片。

bs 這¿是按照常規漢語表達來書寫「差巴」這個詞，而影片中它幾次被讀成「恰巴」，

與「強巴」的發音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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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還是含混不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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