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六年八月號 總第 53 期 2006年8月31日

 

我們是誰：時空位移中民族性的迷失

──《自我的他性》讀後

⊙ 岳永逸

 

在上個世紀，魯迅對國人「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絕望，柏楊對國人「窩裏鬥」的嘲諷，

充分體現了那個年代的學人對「國民性」反思的深刻。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所取得的巨

大成就，使中國一直幾乎都是在一片讚揚聲中歡快的前行，這也部分影響到學人對國民性或

者說民族性的深刻反思。在經濟浪潮的衝擊中，在強求「應用」、「實際」的氛圍下，為了

實現所謂的個人價值，知識份子紛紛「下海」轉型，或商或官，亦官亦商，並還要加上學者

的頭銜，頗有些聖父、聖靈和聖子之「三位一體」和道成肉身的味道。但是，中國傳統知識

份子一貫有的魂沒了。學術人格的扭曲和學術道德的淪喪也使得不少人發問：像陳寅恪、吳

宓、馬寅初、顧準這樣有著獨立學術人格的知識份子究竟哪裏去了？

流心的《自我的他性──當代中國的自我系譜》就是能夠告訴我們這其中部分原因的一本

書。與魯迅的深邃和柏楊的詼諧不同，作為長期在國外接受科班人類學訓練的人類學者，流

心採用了人類學慣有的「民族志」這種講故事的方式來解析當代國人傳統道德、價值觀念淪

喪的外因與內因。

流心的民族志故事很簡單。它以改革開放後廣西的開放城市B市的高科技產業發展為背景，講

述了在以高科技產業為龍頭的地方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均以「發展」為宗旨的老闆、處長、

小姐三者兩兩之間的互動。處長是佔據關鍵位置，並具有簽字權和審批權的不大不小的官

員，同時也是渴望享受物欲、滿足私欲，使肉體和精神都快活的人。故事中的老闆則是有著

高學歷，敢於嘗試，會掙錢也有錢，甚麼都懂並善於調度、支配他人的能人。年輕貌美的小

姐則是老闆與處長之間的仲介，通過無所不能的老闆提供的帶有庇護傘的工作平台，她們能

快速致富，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她們有一雙溫柔、善解人意的手。這雙白天「看不見」的

手，能在夜晚或燈光昏暗的屋子給處長流連忘返、樂不思蜀的享受，從而給老闆帶來更多優

惠的政策以及財富。通過在異鄉的「工作」，在現下的生活世界中，小姐自己贏得家人、親

戚和鄰里的尊重，也積攢著將來可能「下崗」後的生存資本。在老闆、處長、小姐的三角關

係中，每一方都是心知肚明的行動主體，各自都在智慧的而充分的使用自己有的經濟資本、

權力資本、肉體資本，並渴望其增值，而行動中的其他兩者都只不過是自己的工具、手段與

策略。甲魚宴、卡拉OK和按摩房這些場域是有別於世俗日常生活的「零點空間」，也即維克

多‧特納所指的閾限（limilinality）與社場（communitas）（Victor Turner 1969:94-

165）。在這些零點空間中，不同角色、身份和地位的人都用與「下半身」相關的語言對話、

交流，形成一種巴赫金（1998）意義上的「廣場狂歡」氛圍，並具有特納所指稱的閾限和社

場的「反結構」（anti-structure）特徵。



流心所敘寫的那位1992年博士畢業後毅然下海的H的個案表明：社會的變遷使得教育與商業、

知識份子與金錢、金錢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日益緊密。小姐甲、乙兩人的自述更進一步說明：

在急劇變遷的社會中，人們已經將「金錢與事物的存在方式聯繫了起來」，借助於金錢的權

力，一個人可以在擬想中的權力與財富的新天地穿行，金錢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格外重

要的意象，並「構成了人們平時談論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規範」，是日常生活的色彩、意象、

印象與衝動，是人與人之間言說、交流得以成為可能的基本條件（流心 2005：61-63）。

在此基礎上，流心分析指出，因社會變遷普遍影響而改變職業的個人在性格上也發生了轉

變，從而成為「他者」，也即個體「對於自己是甚麼樣的人或者應該成為甚麼樣的人，產生

了與以往截然不同的理解。」而成為他者的過程，就是「自我這一道德空間被重新構造的過

程」，是「個人自行轉變為他者所帶來的道德重構」（流心 2005：120-121）。對新型道德

重構的內因──時間體認與空間體認轉換──的分析正是這本書最為精彩的部分。

根據二十世紀初麥克塔格特所建立的A、B兩種時間認知模式，流心鮮明地辨析出了國人的三

種時間體認：一是過去的時間──現代中國經驗的傳統時刻，即以繼嗣和姻親關係相連的人

們所感受到的時間；二是指向未來的「革命時期的時間」；三是「革命後的時間」。在對這

三種時間體認的分析基礎之上，他進一步指出「移動－話音空間」的「今日性」。與經濟飛

速發展相伴的手機等高科技移動通訊所形成的「移動－話音空間」的「今日性」，正是傳統

道德解體的溫室和「活著真沒勁」與「我們不在」之虛無的溫床。這樣，傳統的價值觀念和

倫理道德也就在甲魚宴、卡拉OK和按摩房中土崩瓦解。在這些閾限中，自我在進一步完成

「他性」構造的同時，民族性也就消散於「看不見的手」的虛幻之中。

「逝者如斯夫」與「人不能同時踏進兩條河」的東西古典表述都在說時間是流逝的，「射出

去的箭相對於每一個點都是靜止的」則意味著時間是靜止的，而四季交替、萬物榮枯則給予

人們循環往復的時間認知。相對於前人，麥克塔格特的時間認知模式有其獨特之處。其時間

認知模式A指的是，組成A系列的事件可以根據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鏈識別出來。A系列中

的每一事件依據與當下的關係改換身份。事件的時間屬性取決於是否被人們當即感知，事件

身份的變換以過去－現在－未來鏈條中的某個時刻為準繩。與之不同，B系列中的事件只有依

照彼此間的關係才能識別，只存在有順序安排的事件秩序，事件本身的時間身份恒定不變。

在麥克塔格特看來，「通過改換事件的時間身份，A系列賦予事件內在的時間性，它比B系列

更為根本，或者說它衍生出了B系列」（流心 2005：124）。

以上述時間認知模式為導向，流心對1948年出版的許烺光的《祖蔭下》（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成書於文化大革命前的浩然的《豔陽天》和在1995年出版的王安憶的

《長恨歌》進行了分析，並過渡到當今B市人的時間體認。實際上，B市人的時間體認基本上

能代表當下國人的時間體認，因為事實上，長期以來存在一定對立的城鄉本身就是一體的。

《紅樓夢》中劉姥姥與賈母、板兒與巧姐之間的連帶、互顯關係本身就說明有著城市的傳統

中國社會的鄉土性。今天，雖然城鄉人的生活方式依然有著天壤之別，部分地方甚至差距越

來越大，但民工潮的湧動和資訊獲得管道的多樣等都已經使得廣大鄉村人對城市人的價值觀

念並不陌生，並有趕時髦的盲從之勢。換言之，今天城鄉的一體性不是體現在衣食住行等外

在的生活方式上，而是體現在內在的對生活的認知模式上，體現在對善惡美醜好壞的認同與

區分上，體現在對時空的體認上。傳統正在伴隨著長者的消減而消減。在此意義上， 流心的

B市實則是當今中國社會的縮影。

對於《祖蔭下》這部在國際上有著深遠影響的經典人類學著作，流心認為其主要意義在於，



它充分展現了革命前的「繼嗣的時間」。那時，生活在西鎮的人們對當下生活和未來的生活

都是圍繞祖先來安排的。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關係與祖先－自我－後代的繼嗣關係有著

對應關係。個人身份在本質上是時間性的，並根據時間的流失改變著自己身份。在這種繼嗣

的時間中，現在從屬於過去，未來從屬於現在，現在及未來都是為過去而存在的。

實際上，這種指向過去的時間體認在傳統文化中被一再地從正、反兩方面得以張揚和強調。

「愚公移山」中的「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的宏論，延伸到文革就是「人多力量大」「人有

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種在時間鏈上對香火的延續，也就演化

成了多種的求子儀式；童養媳、娃娃親和妻妾成群等婚姻制度也直接關涉到這種繼嗣時間；

清明、七月半和春節等歲時節日更是直指墳塋和牌位上的祖先。祖先可以澤及後人，可以成

神，每個人都在竭力擠進祖先的行列。這種時間體認，自然而然使得老者在社會生活中享有

崇高的地位，不但賈母可以支配大觀園中的子民，民間也有「薑是老的辣」這樣的俗語。在

某種意義上，長久以來的中國政治學也就成為一種見多識廣、足智多謀、不溫不火的老人

「政治學」。經史典籍中一再張揚的是三皇五帝，最好的太平盛世都是在遙遠的過去。正因

為這種指向過去的時間體認的生命力，千百年來的改革者都不配有更好的命運，不是像商鞅

那樣被車裂，就是如譚嗣同等人那樣被砍頭。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和安穩成為長期以來的中

國停滯不前的根本特徵。在此意義上，與其說鴉片戰爭打敗的是腐朽沒落的清王朝，還不如

說它衝擊的是國人歸依過去的時間體認。

這種時間體認同樣影響到各種寫作。與立言、立身、立德一樣，文人感興趣的不是文藝本

身，而是將其作為一種事業，一種功名，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是可以給後人樹

立典範，規束後人，讓後人仿效的偉業。「實錄」根本不是作為史家的書寫歷史的基本準

則，而是作為一種完美的人格被一再張揚。遍及華夏大地的大小碑刻不是要展示人之根本，

而是張揚王侯將相的文治武功或者祖宗的豐功偉績。歷史並沒有成為人們前行的動力，而是

成為人們逃避現實的港灣。

更為關鍵的是，這種指向過去的時間體認發生了空間的轉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將時間鏈上的個體轉換為家、國與天下這些不同社會空間的修身者與佔有者。家、國、

天下只不過範圍大小不同而已，「家天下」的意識深鑄於每一個國人心中。因此，無論是流

氓、強盜、還是乞丐，成者為王，並都會把自己說成真命天子，都說自己是追尋堯舜。佔據

天下的皇帝可以為所欲為，可以征戰四方，可以酒池肉林，可以紙醉金迷，為了看胎兒，可

以用刀劈開孕婦的腹部；一家之長可以在家中橫行霸道，可以毆打妻兒，可以三妻四妾；村

長、縣長、省長都有著你們都是我的，你們都得聽我的這種「主人翁」的責任感，可以私飽

中囊，可以佔人妻女，可以私設刑堂，可以買官賣官。專制、官僚、暴力也就在指向過去的

時間體認的固化的社會空間中綿延，強調秩序、「存天理、滅人欲」的三綱五常也就恣肆在

華夏大地上輪轉。所幸的是，這種長期在結構社會中居主導地位的指向過去的時間體認已經

隨著鴉片戰爭的硝煙被更多的國人認知。

在某種意義上，五四運動更偉大的意義不在於今天國人熟知的「科學」、「民主」、「封

建」、「迷信」這些已經被濫用、誤用的語彙，而是在於它在本質上使國人漸漸認知到指向

過去的時間體認的弊端，並表現出要與這種時間體認決絕的勇氣和信心，如「打倒孔家店」

的吶喊，二十四史就只寫了「吃人」兩個字的發現，等等。同樣，這種時間認知上的革命是

通過空間的位移實現的。那個時期的作家幾乎都寫了離「家」出走與離經叛道的主題，魯迅

的《傷逝》、馮沅君的《隔絕之後》，等等。「離家出走」也就成了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或明或暗的主題。與之同步的是，「造反」、「翻身」也同樣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兩個碩



大的語彙，並讓世界為之側目。

或者是要向對中國知之甚少的老外介紹的緣故，《祖蔭下》中的「家」是和緩並令人神往，

不乏「桃花園」般的詩情畫意。雖然都是指向過去的時間體認，但與許烺光的「家」不同，

自小受火鍋炙熱味道薰染的巴金所創造的《家》則是沉鬱的、垂死的。巴金所描述的上世紀

早期的「家」仍然是一個等級分明、男尊女卑、家長集權的結構社會，是當時社會的主體。

在祖父和母親的輕聲召喚下，原本有著自己夢想的覺新溫順地回歸到了「繼嗣的時間」序

列，作了傳遞香火的「長子長孫」。與覺新不同，覺慧離開了「像沙漠一樣的家」，從而也

就脫離了繼嗣的時間。一個回歸，一個出走，對指向過去的時間不同的認知最終使得兩個年

輕人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出走者充滿了希望，而回歸者則鬱鬱寡歡、長籲短歎。顯然，空

間的通過或者說空間的決絕潛在的支配規則不是別的甚麼，正是不同的時間體認。儘管通過

儀禮（Gennep 1969）可能就僅僅表現在出走或跨越的那一瞬間、那一個象徵性的動作，但空

間的通過不僅僅是位置的挪移，它解決的是時間認知的困境，並暫時或永久地終止了通過與

跨越前已有的時間體認。

維克多‧特納本人一再強調，社會和社場，也即結構和反結構之間不是針尖對麥芒的對抗關

係，而是一種互補關係，相互之間還存在轉換的可能。在巴金的「家」中，處於繼嗣時間中

的人仍是主體，以高老太爺為主導的家仍是那個年代的基本結構，所以覺新不得不回歸，而

出走的覺慧僅僅是居於末流的叛逆，他身上所凝聚的是一種與「家」相違的「反結構」。經

過數十年的演進，割斷這種指向過去的時間體認可以說已經相當成功，不在是潛在的反結

構，而是當今社會的主流。這應該是令人欣慰的進步。但是，走是義無反顧地走出來了，往

何處走，怎麼走卻依舊是大問題。同時，從現今眾多國人對傳遞香火一如既往的追尋這些簡

單的事實可知，繼嗣的時間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國人的生活。複雜的是，今天國人的時

間體認不僅僅有繼嗣時間的存留，還有著指向未來的時間體認的強勢。

在近百年來，指向未來的時間體認，即流心所指稱的「革命時期的時間」是與共產主義的思

潮傳播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某種意義上，在敘事寫作中，這種時間觀的建構在1930年代左

翼作家的創作中已成氣候，並最終在《豔陽天》這樣的作品中達到高潮，其餘韻仍潛存於文

學史、文學批評史的寫作以及當今似乎火熱、搞笑並誤導青少年的「借古戲今」宮廷劇寫作

中。

在繼嗣的時間中，現在是過去的一部分，成為時間鏈中一環的個人之完成是以家族的完整性

為基礎，其內驅力在於過去－祖蔭。與之不同，流心認為，《豔陽天》中所呈現的革命時期

的時間是從「舊社會」的過去，經過集體化的現在，走向豔陽天的未來，過去僅僅是現在的

一部分，個人完成的內驅力是未來，是對未來的憧憬或者說是受想像中的未來的誘惑。換言

之，革命時期的日常生活不是以沉重的過去作為導向，而是指向未來。

歷代農民起義的「均富貴，等田地」和「天下大同」等宗旨都說明這種指向未來的時間體認

並非國人近百年來才有。較之以往不同的是，這種指向未來的時間體認，在中國現當代文學

的敘事中形成了一套與主流意識形態合拍的革命經典敘述模式：革命＋愛情的敘事公式，

「單面人」的強調，正面人物的非人化、聖化，反面人物的妖魔化，等等。這些敘事中的人

物不是生活在實在的生活世界之中。在妻子死後，為了革命鬥爭，《豔陽天》中的蕭萬春不

再續弦，他對死去的兒子置若罔聞也就是必然的敘述。其實，如果一部小說僅僅是作家個人

的創作遊戲，這樣寫也無可厚非。但是，在咱們的文學創作的歷史中，人們常常要推出經

典、範本，並號召向其學習，更為糟糕的是，後期的文學評論不是根據藝術作品本身來品



評，而是根據當下政治的需要，或者是作者當時有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身份來解構其作品中的

人物，美化不該美化的，醜化不該醜化的。這樣，自然使得無論是藝術世界中的行為或者是

現實世界中的行為，「經由現在的檢視，過去的人和事具有了『意識形態』的意味：現在皆

以未來為方向」（流心 2005：134）。最終，在相當長的時期，大量的文藝創作，甚至學術

寫作都僅僅是政治的跟班，跑前串後，搖尾乞憐。彰顯人性，表現「人之所以為人」的寫作

和研究失去了獨自應有的品格與追求。

儘管文革後的反思已經相當深刻，權威和偶像也紛紛坍塌，但這種經典的敘事模式不僅在文

藝創作中有著強勢，在城鄉的單位和個人的日常生活那裏也有著廣闊的市場。今天的宮廷劇

的作家和導演們仍然在自以為聰明地玩弄著小兒科式的「借古諷今」的把戲，故作瀟灑的

「戲說」，將歷史人物毫無根據的以當下社會的準則考量，給這些化作塵土的古人貼上不合

實際的種種標籤，小丑般地串演著千篇一律的成人「童話」。在現實生活中，這種以未來為

歸依的時間體認也同樣處於強勢。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機關到學校這樣的事業部門，甚至

包括大小的協會，領導們在年終工作總結時，大致都是無關痛癢的「官話」：「儘管在過去

一年的工作中，我們還存在許多不足，但取得的成績是主要的，相信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

我們會在新的一年裏取得更大的成就，」然後就是鼓掌、宴會、舞會，或者麻將、OK，眾人

同樂、狂歡的橫七豎八。在今天的華北鄉村，不難看到有如誓詞的「訂婚書」：「經雙方家

長和本人同意，結為良緣，……並肩前進，為建設美好家園而奮鬥終生！」（岳永逸 2005）

如果說 「繼嗣的時間」和「革命時期的時間」這兩種A系列時間體認分別在五四以來、在改

革開放後遭受了釜底抽薪式地重創，那麼麥克塔格特所指稱的恒定的B系列時間在國人的時間

體認中同樣相對恒定。《長恨歌》中的王琦瑤也知道自己在老去，但對她而言，「一切又都

未改變」，她就生活在自己的內心之中。在流心看來，王琦瑤所體認的這種時間就是「革命

後的時間」。他分析指出

從外部來說，王琦瑤的生活可由三個界限明確的時期來加以定位；但其內在的一面，卻

無法通過過去－現在－未來的鏈條組織起來。在其生活中發生過的事情業已成為過去，

與正在發生的事情毫無關聯，也並不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已發生的事情並非

過去－現在－未來的鏈條上的一環，只是在外在的時間排列中位置居前。」（流心

2005：139）

也即，B系列時間中的事件指明的不是變化，而是物理時間流中的順序。祥林嫂絮絮叨叨地對

「我的阿毛」的講述、「我真傻」的自責，魯訊本人的「躲進小樓」不管冬夏的追求，以及

陶淵明的「心遠地自偏」等都可以視為這種B系列時間體認。

經過百年的洗禮，雖然有不同程度的回潮，但用牌位、家譜、祭奠儀式等強化的祖先觀念正

在整體上遠離當今的社會，天下大同的「烏托邦」夢想也已經讓世人覺得滑稽可笑，多少有

些茫然。因此，與A系列時間體認相比較，B系列的時間體認或者才是當今國人，尤其是都市

子民主要的時間體認。外在的世界，過去與將來都與「我」沒有本質的關聯，人們雷同地居

住在蜂窩式的「單元房」中，生活在當下之中。也正因為這樣，流心才分析了與此種時間體

認相匹配的「移動－話音空間」和在此種時空感中，都市人傳統道德價值的淪喪與「活著真

沒勁」的虛無歎息。在流心看來，時空感的位移及認同正是傳統道德價值淪喪、自我進行他

構的內在原因。

在傳統社會中，人們面對面的交流和溝通，是生活在有著「共同的時間，共同的意義，共同

的地點」的小「房舍」（利奧塔 2000:207）。但是，在現代大都市，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



主要是生活在與手機等移動通訊工具相伴的虛擬的「移動－話音空間」中，同樣能遮罩羞恥

的單元房只能在有限的時間中束縛人的肉體。移動－話音空間使人們不屬於現在的時間，而

是屬於通話的那個當下時刻，H不知道明天究竟會怎樣，也記不清昨天的事情。「我」在移動

－話音空間中成為「非我」，被即刻的時間左右。少了場景的變化，空間被時間化，空間被

虛擬的同時也虛擬了人自身，既有的道德、價值與理性的考量已經全無意義。

相映成趣的是，甲魚宴、卡拉OK、有看不見的手的按摩房正是這些移動－話音空間的外化和

實體化。在這些與處長、老闆、小姐道貌岸然出現的日常生活空間迥然不同的零點空間中，

不但平常有的身份、地位、等級等結構社會中的秩序被肢解、戲虐，不但人成為肉體和欲望

的動物，而且「我」沒有了，「我們」也沒有了。正如在網上十分流行的費尼克斯（2004）

創作並演唱的《縱欲》中唱的那樣：

hey hey 你知道我不累我不管你是誰 

那無所謂 只是現實讓我覺得壓抑 

我的雙手碰不到未來只能碰到我的下體 

你也一樣追求這種刺激 

在這個縱欲的party 每個人暴露原始本義 

或許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看清楚自己 

一個乏味的社會 追求快樂沒有不對 

和我跳舞 喝一杯 今晚別一個人睡

woo 隨節奏我們一起舞動 

酒精的催動 生理的本能 哪一個在起作用 

我們的身體纏在一起一起蠕動 

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個晚上會不同 

我不懂 是不是性和音樂能夠讓我們穿越時空 

打破現實枷鎖讓我們開始放縱 

心臟加速跳動 感覺墜入黑洞 

抱得越來越緊我知道這不是夢

越來越劇烈的身體摩擦讓我快要爆炸 

baby 準備好嗎 你快點帶我飛吧 

越來越熱 全身變成濕的 

所有痛苦 隨著液體蒸發 

他的雙手慢慢的往下滑 啊... 

求你不要停下 外殼開始融化 

肉體的接觸讓我知道還活著 

理想的彼岸太遠了 我沒有辦法到達 

現在只求 快樂的 一剎那

但悖謬的是，正是因為有了這些秩序生活中的裂縫，處長以權謀私，腐化享樂，權欲增長的

惡性循環才成為可能；手和肉體的付出使小姐在白天有了安穩的生活，並獲得地位與尊重，

這更堅定了其在裂縫中生活的信念；通過這個裂縫和自我的隱藏，老闆得到更多的政策優

惠、更多的錢，他創設更多的裂縫－零點空間的迴圈也成為可能。這樣，反結構的、彰顯肉

體和欲望的、充滿狂歡色彩並與結構社會表面對立的社場，實質上成為結構社會正常運行的



支柱、節點與動力源。

伴隨時間體認的空間的變化所造成的生活方式的變化，在民間藝術被雅化後有著更為明顯的

體現。民間藝術並非甚麼與生活無關的純藝術，也不是為欣賞和把玩而存在的，而是融入在

民眾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是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一種交流、交往的生活方式與策略。所

以，過去，人們是在祭祖、求神娛神時請戲班演戲；故事是在月白風清之夜娓娓敘說，或者

是對受苦受難者安慰；相聲、說書、戲法、雜耍等都是撂地，藝人必須使出渾身解數現場

「抓哏」。這些都是公共性的，是廣場式的，語言也多與「下半身」相關，如：真正在口頭

流傳的民間故事有相當一部分是葷故事，早年的撂地相聲中多的是「撒春」，拉樣片中也不

乏春宮圖，耍把勢者表演的是驚、險與對肉體的殘酷。但是，一旦這些原本是互動交往、交

流的生活空間被消解，再加之民間藝人對於「新－舊」等於「好－壞」這種時間體認與道德

認知融為一體的時間感或主動或被動的認同，民間藝術也就面目全非。記錄後的民間故事在

本質上與文人創作沒有甚麼不同；現場沒有了觀眾，在電台、電視台上的說書、相聲等表演

僅僅成為演員－藝術家個人單獨的行為，只能錘煉技巧。解放後，脫離了生活和交流互動的

相聲等民間藝術雖然登堂入室，被雅化、美化，但同時也喪失了昔日的生氣與人氣，成為藝

術家後的街頭藝人也就多了幾分暮氣，成為在細枝末節處雕琢的匠人。

所以，賣柑者所說的「時位之移人也」不是在說一個人前後的不同和忘恩負義，它實際上強

調的是對時間的體認和對空間的感受的變化，即對新的時間體認和空間體認的獲得與認同改

變了人的生活方式、倫理道德以及社會結構。但問題在於，我們今天所置身的這個社會是多

種時間體認並存的社會，而且是根據現場的需要，個體將不同的時間體認隨手「拿來」的社

會。

以過去為現在的繼嗣時間強調的是「今天乃昨天的今天」，它給人創設的是安穩、守舊、壓

抑，要求人循規蹈矩、臣服、忠孝，生者和將要出生者是為了死者和將死者，出生是為了死

亡，奔向的是墓地。所以，直到今天，還有人大代表老早就給自己修建了佔地甚多的豪華陵

寢，也有成千上萬的人仍然在神靈前求乞生子。

以未來為現在的革命時間強調的是「今天乃明天的今天」，它自然導向的是效忠、個人崇

拜、盲動、跳躍、刺激、大膽與歡騰，激烈的文治武鬥與殺戮成為必然，在與他人其樂無窮

的鬥爭中火熱地奔向與幻滅同在的希望。所以，直到今天，宮廷戲、武打戲還在給人們製造

著種種幻覺，鄉村的婚約還有「奮鬥終生」的豪言壯語。

而以現在為現在的、生活在當下的時間體認強調的則是「今天乃今天的今天」，沒有昨天和

明天，也不知道過去和現在。這種時間體認自然將人導向及時行樂和肉體的歡愉，引向的是

空靈、虛脫與紙醉金迷，靈魂被出賣的同時，豐盈的物質享受堆積著也充滿著人的肉身，歡

快又絕望無比，世界成為一個被下半身支配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處長、老闆和小姐沒有

任何差別。所以，為官者在意的不是「為人民服務」，而是能漲大自己的虛假數字，治學者

喜歡的不是思考與追問，而是權力與資源，小姐則心甘情願地出賣自己的肉體和青春，「沒

勁」「無聊」「活著真沒勁」也就成為整個社會的流行語。

面對這多種共存的時間體認和隨心所欲的「拿來主義」，我們應該怎樣塑造我們的民族性、

民族精神？我們該怎樣進行自構？我們從哪里來？我們該往何處去？流心似乎剖析出了自我

他構的一些內因，但作為現今在美國生活的他這位華人同樣沒有回答這些問題。或者，這些

問題任何人都無法回答！或者，不僅僅是中國，人類社會原本就是一個群魔亂舞的社會。因

此，無論怎樣，我們都應該感謝流心「快樂的寫作」給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感謝他有



些殘酷地對「我」和「我們」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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