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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如何去清算“20 世纪大失败的历史”？如何面对现实问题并且重拾贴身肉

搏的勇气和能力？戴锦华讲到，“不是黑和白之间的选择，在黑和白之间有无限

丰富的灰色的光谱，那个才是可能性之所在。” “在胜利者的历史当中去重新

展示失败者的逻辑，而不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书写失败者的必然失败。” 

  关于知识分子，左拉的时代已经确定，当你挺身走上社会舞台以弱对强，声

张社会正义的时候，你就是知识分子，而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该是什么身份

还是什么身份。 

  犬儒、标签化、身份政治可能带来道德自恋，需要反思和警惕。以下是戴锦

华接受搜狐文化专访文字稿下半部分全文： 

 

戴锦华 

嘉宾介绍：戴锦华，1959年生于北京，从事大众传媒、电影与性别研究。任教于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出版著作《浮出历史地表--现代中

国妇女文学研究》（与孟悦合著），《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雾中风景》，

《昨日之岛》等。 



在胜利者的历史当中去重新展示失败者的逻辑 

搜狐文化：您刚才也提到首先对 20 世纪历史需要审判、清算，但好像现在还没

有走出这一步。 

戴锦华：审判已经完成了。今年暑假我去俄罗斯开会，俄罗斯国家博物馆没有 20

世纪的历史。这确实让我非常惊讶，本来我很好奇今天的俄罗斯人怎么讲述苏联

的历史，结果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当中的历史到 19世纪为止，20世纪蒸发了。这

本身表明了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巨大的困境——他们显然是没有办法讲述。今天俄

罗斯人会把俄罗斯重新勾勒成一个东正教和沙皇双头鹰下的一个古老国家。但是

从伊万雷帝到彼得大帝，他们都有一个巨大的争霸野心。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实

现了这些梦想，为什么反而这段辉煌的历史从俄罗斯的国家历史当中消失了？因

为使得俄罗斯成为世界两大帝国之一的历史逻辑，有异于我们曾经有过的和今

天有的历史逻辑，所以没办法把它纳入到历史当中。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正是审

判，因为 20世纪已经被抹除了。 

但是我所说的清算是在遗产继承人的意义上，每一个 21世纪人都是 20世纪

的遗产继承人，遗产继承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债务清理，不清理债务就不能启动

遗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还有责任继续作为 20 世纪的债务清算者，

但我们清算债务是为了启动 20 世纪的遗产。 

搜狐文化：如何去清算 20世纪的历史？ 

戴锦华：这是我们的幸运同时也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当有些人没我们这么幸运，

或者他比我们幸运，因为你被封闭在一个不变的社会结构的时候，你就丧失了用

完全不同的视点、标准、位置去看待历史的可能性。因为我们经历了如此多的不

同时期，每个时期的价值、生活方式如此不同，使我们有机会知道强大的历史之

手的书写怎么样把每个人形塑而成，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责任成为历史债务

的清理者和启动者。 

“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对我来说我拒绝加入到审判失败者的行列，不是

因为我认同失败者，而是因为审判失败者太便宜了，太廉价了，太无聊了，而且

会有太多人蜂拥而至审判失败者。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更应该在胜利者的历史当

中去重新展示失败者的逻辑，而不是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去书写失败者的必然失

败。这一点也是我认为我们留给未来的一点小小的东西，让人们知道曾经有个不

同的逻辑，不同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未必不是未来的可能性。 

搜狐文化：中国在如何清算 20 世纪的历史？ 

戴锦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在文化艺术书写当中，就试图把我们的历史直接

接续到 30 年代，减去中间的所有的段落，曾经我们也把中间的段落描述成一个

非现代的、黑暗的、混沌的、暴力的年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看，大概这就是和



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最大的不同，大概近几十年来主流文化或者官方文化的一个最

强有力的努力就是如何回收那段历史。 

回收那段历史经常被认为好像要重回那个时代的历史逻辑的努力，其实在我

看来完全不是。重新回收那段历史的努力刚好在于要消化掉那段历史当中的异

质性，用一种同质性的逻辑去使那段历史重新获得有效性和合法性。今天我们的

历史再次成为连续的历史，在电视剧当中，50-70年代甚至包括文革都可以再次

进入到电视剧的情境之中，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的逻辑当中解释了那段历史，抹

除了那段历史当中的所携带的冷战中的异质性文化和价值取向。这也是和俄罗斯

很不同的方式，显然俄罗斯还没有建立一种消化掉苏维埃联邦的异质性的那种能

量，以致俄罗斯的那段历史仍然就被屏蔽掉。 

 

二元思维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无能 挑战想象力的时代 

搜狐文化：二元评价体系影响太深，左右，好坏等等都是评价人的最直接方式。

如何来打破集体意识中的二元思维？ 

戴锦华：我觉得你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形式基本是今天知识界一个主流认识的样态。

我觉得有一点偏狭了，因为二元论的形而上学本身是欧洲哲学传统。但是更具体

地说我曾经也认为这种黑与白，善与恶，是与非，争议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社

会主义资本主义，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在文革之中，对此我曾经非

常厌恶和拒绝。直到后来我发现首先这不是中国独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独有的，它是冷战格局下的冷战思维创造强化的一种非此即彼、非敌即友、非

善即恶的意识形态。当时我们都非常熟悉毛泽东讲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

们的朋友……路线斗争问题上没有调合的余地。”后来我非常惊讶地读到雷蒙•

阿隆，他是冷战时代所谓右翼自由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说“我们面临这

样一个时代，凡是不支持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灰色

地带”，我最早是在英文中读到这句话的，两句话连句法都很像，那时候我才意

识到这是冷战时两大阵营对峙下的冷战思维。 

冷战一方面是两大阵营的对抗，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而另外一方面冷

战的冲突和对抗其实更多表现在每一个阵营内部，比如在美国的非美活动委员会

极端的思想检查和思想控制。在苏联发生清党这样最惨烈的事情，再比如文革发

生的很多惨剧。冷战的残酷更多地发生在某一个阵营内部，阵营内部不断地甄别

敌人。   

在今天世界面对的后冷战世界现实，高度全球化的现实当中，一方面我们看

到的是高度被整一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但另一方面今天世界整体

性的出现一个原子化、碎片化的格局。作为一个做文化的人要真实地面对处理这

种格局，恐怕这种善恶是非式的二元对立是绝对不够的。 



 

 

 

 

 

 

 

 

 

 

 

 

 

雷蒙阿隆 

  比如说敌友的关系是很难划定的，因为每一次界定，你都得确定站在哪个位

置上，你依据什么？面对什么？对什么发言？今天是一个挑战思想能力、挑战想

象力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哪怕仅仅是在学术领域当中，我也在呼唤想象力。因为

所有这种被网络所强化的，动辄就站队划线的模式，甚至有时候问题与站队划线

毫无关系。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悲哀，我倒不觉得它仅仅是历史的债务，它同时

是我们面对现实时候的无能。 

搜狐文化：如何在破碎化中保持想象力？ 

戴锦华：重要的一点就是保持感受力，打开感受力，保持好奇，不试图以所谓理

性的名义放逐情感。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一个社会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在形态结

构。你怕什么？你爱什么？你恨什么？本身的向往是什么？这些都是被形构出

来的。对我来说就是保持不试图去放逐情感性，在面对和处理自己情感的时候不

让任何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和理性逻辑先在地进行决定。 

另外一方面就是高度自觉地保持真诚，保持真诚首先是真诚地面对自己，就

是无论曾经形成什么样的立场，都要面对自己的体验、感受和情感，然后试图去

向自己解释自己的情感、体验、感受和情感。 

 

学科化是对 60 年代学术的反动 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实是什么 

搜狐文化：在当前学术的风气中，如何来抵抗集体惯性？ 

戴锦华：大学内部的问题一方面跟刚才所说的电影状态其实非常相近。中国崛起

的速度太快了，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了西方世界用几百年所完成的从实物

经济到货币化和货币的资本化这样一个过程。西方世界是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完



成金融经济巨大泡沫化的过程，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完成，结果就造成了“不

差钱”，“金钱涌流”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大学当中的“君子固穷”，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的自我想象和自我指认还是存在的，但是

突然之间太多的钱涌出，并不是说它唤起了大家心目中的贪婪，而是变成了需要

消耗这些钱，就变成了一个本末倒置的状态，本来我们要用这些钱去达成一个学

术目，但是最后这些钱高于我们要达成的学术目的，把这些钱花掉变成了一个更

重要的、更急迫的和更现实的事情，因此造成整个学术生产状态的混乱。 

  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专业化。我认为学科化、专业化本身就

是对 60 年代学术的反动，60 年代在大学内部创造的就是对学科壁垒的跨越。而

现在是学科分工的细腻化、专业化。七八十年代中国刚好是一个一切都要打开的

一个时期，而今天面对如此强大的学院体制和数据化管理系统，个人的反抗真的

是很无力。 

搜狐文化：是想象力被束缚了么？ 

戴锦华：想象力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我们丧失了面对现实问题并且去

贴身肉搏的勇气和能力。很可能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实是什么。 

搜狐文化：国内学界很容易陷入对国外某位学者的推崇甚至崇拜，像福山，史景

迁，齐泽克等。除了国外学者本身的能力，国内学界对于国外学者的相对陌生化，

某种崇洋心理的遗留，都是造成某个领域对于国外某人的特别推崇。这样造成的

结果是，国内学术圈很难真正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讨论，甚至出现某种程度的不

思进取。 

戴锦华：二战以后整个西方学术发展都是被法国的理论生产所左右，法国输出理

论，美国中转包装，然后行销全世界。今天法国的大师大部分都已经仙逝了，法

国理论已经基本上处于不再能够继续生产的状态当中。那么实际上包括中国学者

在内，全世界的学者要真实地面对问题和回答问题。平等对话的现实结构性条件

已经存在了，这个时候每个人就要自问，你要不要做这件事？你能够以什么方式

来完成这件事？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已经成熟了。 

  媚外心理的整体存在还是一个问题，但是你刚好列举的这三个人，我觉得不

是媚外能够解释的。因为福山非常特殊，《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在当时

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之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德里达还在世的时候专门写了《马

克思的幽灵》这门书来回应他，他先说这本书（《历史终结与最后的人》）不值

得回应，可是它的影响如此之大又必须回应。福山刚好是在冷战终结、后冷战莅

临的关节时刻，很多人都处在失语状态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做了一个整体

性的社会描述，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 

  史景迁也是个案，因为 90 年代之后中国开始学科化，整个的人文社会科学

在发展，但同时我们在面对现实和历史时感到无力，完全不知如何锲入？这个时



候史景迁提供了一种叙述历史的方式——将历史进行微观化、编年化。他给处于

在瓶颈和思想困顿当中的中国学术生产提供了一个大出口，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知

名度。 

  而齐泽克根本是学术界的流行文化，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开玩笑，我说齐泽克

早期的作品，特别是他用塞尔维亚语写的作品当中是有真知灼见的。但是后来齐

泽克每年一本甚至两本的著作都可以当做闲书来读还是非常有趣的，中有趣之中

也会有所收获，但是不必正襟危坐地来读齐泽克。 

与此同时相对晚进来的西方思想大师根本就没有引起任何重视。所以我觉得

媚外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心理仍然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可能具体到学术界来说，

最大问题不是媚外，而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越出学术内部的种种流行和历史的

偶然所造成的风潮，真实地更系统性地去把握冷战、后冷战，即面对后冷战之后

的西方学术思想，并且尝试和他们对话。 

 

当你不伸张正义的时候，你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 

搜狐文化：当前语境的变化，知识分子的语义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衍生出了更多

的贬义，加上受众心理的变化，知识分子当前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责任？如何发声，

如何沉默？ 

戴锦华：对我来说知识分子是个历史概念、功能概念。作为历史概念它有几个源

头，一个源头就是控诉，“雷德福斯案件”中的左拉（法国作家左拉在“雷德福

斯案件”中写下《我控诉》），从 19 世纪末期开始包括十二月党人在内反抗的

民粹政治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个概念，按照法国知识分子史学家的观点，控诉这

个概念二战结束以后就死亡了。我比较赞同一位美国女性主义科学家的说法，当

生物学革命把最早的转基因产品从克隆生命推到转基因产品再推向市场的时候，

已经诏告了另外一个转基因的出现：大公司与大学之间的转基因。每一个现代高

科技尖端产品都是大学实验室和大公司资本及其品牌的结合，本身就是个转基因

产品。在西方现代历史当中建造的“大学作为一个象牙塔，大学当中的个人作为

知识分子”的这种状态其实已经不存在了。我们骂知识分子或者呼唤知识分子，

其实都是想象还有“控诉”概念上的知识分子存在，因为社会生态已经被变了，

所以“控诉”概念上的知识分子早就死了。 

  从功能意义上我一直强调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身份，读多少书都不能代表你

是知识分子，只能代表你是学者 scholar。因为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s 是个功

能概念，左拉的时代已经确定，当你挺身走上社会舞台以弱对强，声张社会正义

的时候，你就是知识分子，而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该是什么身份还是什么身

份。所以在这个功能意义上，可以讨论为什么今天没有这样的人出来履行功能，

而不要去说知识分子怎样了，知识分子在哪里。这是我的一个基本态度。但是总



的说来，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文社会学者们仍然应该自觉地成为社会正义、社

会良知、社会公正的一种声音。应该天然更紧密地连接着弱势群体，而不是天然

地联系着强势集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认为这是崇高，我也不认为这是理

想，我认为这是本分，我们有待倡导、有待生长、有待集结。 

 

左拉 

搜狐文化：当前往往会出现滔滔不绝或者沉默不语，两者都不是在合适的时候。 

戴锦华：大家都在喋喋不休，滔滔不绝但是啥都没说，啥都不说，说的完全是陈

词滥调，这就是滔滔不绝的失语。“沉默与发声”本身是 19 世纪的一个命题。

因为沉默与发声的抉择其实要求两个前提条件，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有一个关

于社会正义和非正义判断的共识，当社会对这个问题有共识的时候，我们看到邪

恶和非正义开始欺凌正义和弱小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去作出选择，在这个时候

沉默是可耻的。 

但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整体的“象征体系的坍塌”，你心目中的正义可能

刚好是我心目中的非正义。所以这时候就会出现一种情况，你认为在挺身抗暴，

在沉默处发声，而在另外一边看来在权利的意义上你是在助纣为虐，在描述现实

的意义上你做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指认。这是一个完全非 19 世纪式的生态，我

大概不会用悲壮或悲情去想象沉默和发声。现在的问题在于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在

发声，大声疾呼非常勇敢，但是在说给谁听？有人在倾听吗？通过什么途径到达

所抗议的对象？而现在我们还是在有强势暴力机构和弱势言说者之间的社会共



识的情况下的悲情想象，这种悲情想象在今天中国其实非常有效，但是这和今天

整个中国面对的社会现实以及面临的问题有巨大的错位。 

这和我为什么用“想象力”有些语言不详的词有关系，因为一方面不要满足于曾

经有过的知识结构、阐释路径、历史经验，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走出一己的历史经

验、历史结构、语词系统、生产方式，去面对这个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陌生的事

实？可能单纯有勇气已经不足够，因为如果有勇气而没有能够正确认识现实的

话，那真的可能刚好变成对自己初衷的背叛。 

 

“大众”要么是一个结构性的虚构，要么就是一个巨大的沉默所在 

搜狐文化：从您的观察来看，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戴锦华：如果我能够清晰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成大师了。在我的一生当中大概这

两三年来我是最没有把握的，我以前总是有一个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整体把握。但

是这两三年来一切变化得太快了，比如说当我们还在讨论实物经济货币化的时候，

中国已经加入全球金融资本进程中。这个变化是中国创造出来的奇迹呢，还是蕴

藏了太多的危机？我真的没办法判断。 

我就尝试去从我可能有的各种各样的角度和路径去逼近它，不断否决比如自己

曾经形成的判断，或者补充自己的判断。这些年我研究电影比较多，一方面是因

为我没有整体的判断，所以就不能够在整体宏观意义上去把握一些问题，但另外

一个方面我觉得电影作为中国奇迹的一部分，作为工业、商业系统，同时它又试

图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系统，所以我觉得电影是一个很好的路径。同时我也继续跨

出去关注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成果，如果可能的话我就自己参与调查。当然不是

用他们的学科方法去处理，我更多希望获得这种身体经验、生命经验，来补充我

自己的相对来说抽象的思考，慢慢地去接近。 

搜狐文化：抵抗流行、抵抗大众还容易陷入另一种逻辑，就是为创新而创新，会

不会有这种担忧？ 

戴锦华：首先我不觉得我是在抵抗大众，因为所谓大众要么就是一种结构性的虚

构，要么就是一个巨大的沉默所在。我一直在说我拒绝悲情，对我来说悲情就是

去历数敌手的不义，但是敌手的不义并不天然赋予你正义，你的正义要你自己去

建立、去实践、去表达。 

在冷战结构的时候很难创造第三个位置、第三条道路、第三种可能性。而任何的

二元结构一定是暴力结构，事实上都压抑了第三元、第四元。我所取的位置是把

第三元、第四元先引出来对抗二元结构，当第三个因素存在的时候，二项结构就

被瓦解掉了。这是我的基本态度，我认为不可能有单纯的二项结构。所以我的工

作去发现被二元结构所压抑的元素、事实、力量。但是我也不以消减二元结构作



为我的目的，当我发现了第三元、第四元存在的时候，某一种历史的或者现实的

真实结构就会浮现。 

这样就会有一些可能性浮现出来。我也拒绝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择其善者而从

之”，一个人文工作者不能这么做。除非你真的面临某个历史时刻，或者某个非

常真实的情景，而且正义和非正义是真切的或者是有意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要

作出抉择。但是作为思想工作，我认为根本不可以做这样的选择，你做这样选择

的本身就是对于既定的强势结构的加盟，刚好相反应该去打破这个结构显现可

能性。不是黑和白之间的选择，在黑和白之间有无限丰富的灰色的光谱，那个才

是可能性之所在。 

 

标签化是一种社会暴力 今天是主义分外无力的一个时代 

搜狐文化：怎么看您自己的身份，或者说别人给您贴的一些标签，包括女性主义

者、现代主义者等等。 

戴锦华：标签这个词本身已经说明了它是分类的明细化，它也一定是简单化的。

把他人标签化本身就缺乏真诚和善意，比如说我是个女性主义者，没问题我真的

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同时我还有太多的身份和现实都不是主义能够概括的。所

以当人们把你标签成女性主义者的时候，就把你标签为比如说张牙舞爪的、仇恨

男性的、处处挑衅的，这是一种女性主义者；还有一种女性主义就是性解放的、

随意的。所以我觉得标签化本身有时候是一种社会暴力。标签化有时候是思想懒

汉，因为标签化的定型化想象太容易了。什么主义者就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今

天面对的是主义分外无力的一个时代。 

而身份本身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一方面就是英文中所讲的 Identity，同

一性，这本身已经包含了有机，要建立同一性是要建立一种有机体，所以身份原

本应该成为对标签化的对抗。但是今天的身份经常是比如职业、标签，刚好把标

签变成一种分裂的、扁平化的、单一的描述，和身份这个概念本身有冲突。 

所以我很难回答我的身份。我记得 2003 年去日本做系列讲座，本来我的讲

座只是讲中国电影，但是我发现我被很多的标签钉死了，比如中国女性主义学者。

我当时就对每一个标签作了定义，每一个标签在偏见定型化想象当中意味着什么？

对我意味着什么？最后我先发了这个 introduction 介绍，结果在日本学者当中

引起了特别大的轰动，好多女性学者讲她们第一次觉得女性主义被打开了，原来

女性主义还可以处理女人之外的问题。这也是我自己对于身份的回答。但是我觉

得身份在今天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成了今天世界上唯一有动

员力的形态。但是这个身份政治本身极端的粗暴，在身份下面有多少东西被压掉？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身份政治恐怕只是一种强大的民粹动员方式，今天反思和警

惕身份政治也是一件特别紧迫的事情。 



搜狐文化：如果是标签没了，想象力是不是就可以打开了？ 

戴锦华：不能够没有标签，标签属于分类学，分类学是现代科学的基础，但标签

并不是标签化。如果标签我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那并不是我的全部，所以我是

觉得标签化才是问题。 

搜狐文化：被标签化盯死了？ 

  戴锦华：标签化主要是封闭。如果我们意识到 Identity 本身是同一性，而

今天的世界面临的是同一性的碎裂，我们就可以明白标签化和身份政治的问题

是什么。因为同一性在被撕裂，社会的整体象征秩序在破碎。 

  在这种情况下，把身份作为一种标签化的手段，那么就会离现实越来越远，

离真实面对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远。有时候身份政治和标签化本身就是无能的表现，

但有的时候也是社会行动无力的表现。从文化层面上看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

不是驯顺，而是犬儒。犬儒就是把问题简单化，通过标签化、身份政治、悲情政

治来获取一种巨大的道德自恋。 

  在道德正义感中就会和最初想去面对的社会问题，以及想去参与的社会现

实完全无关了，就会生活在一个假想的世界当中。所以我会说拒绝悲情，是因为

我不想用我的敌手来定义我自己，我必须自己定义我自己。可能在很多时候我分

享了我的敌手的观点、立场和事实，但是我认为拒绝悲情也就是拒绝简单化、拒

绝自我封闭、拒绝抱团取暖、拒绝道德自恋，就是你没什么了不起的。 

 

切·格瓦拉 

搜狐文化：您怎么来看待死亡？ 



戴锦华：对个体生命来说，死亡就是终结。我们对死后世界的认识是人类全部认

知行为的起点，但是我们半步都没有推进。我们对死亡完全无知，所以人类是唯

一的一种动物，它预知死亡，但是始终不能接受死亡。我过了 50 岁以后已经把

死亡作为我的命题，我希望我能够做的好一点，不至于落入那个越临近死亡越贪

生怕死的套子当中去。 

搜狐文化：谢谢戴老师，耽误您这么久。 

戴锦华：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