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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1 世纪之初重提“历史与记忆”的命题，并

非旨在搅动 20 世纪诸多“浩劫”、“大屠杀”的血色。
尽管 20 世纪的现代文明浩劫或曰“种族灭绝”的大

屠杀，确乎以一场又一场深刻而内在的“见证的危

机”，令“历史与记忆”成为触目惊心的议题，但并非

这一命题所涉及的文化政治实践的全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遇处，冷战落幕，“短暂的

20 世纪”终结。于是，再一次，通过对记忆的“校订”
以实现历史的“重写”，成为全球普遍而深刻的文化

实践与事实。然而，在此显影的不仅是“胜利者书写

历史”的“一般逻辑”。从某种意义上说，20 世纪后半

叶，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及诸多批判

理论的重要实践之一，正是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

我们或许可以将 20 世纪后半叶称为历史书写的暗

箱机制大曝光。而在 1917 年革命后的俄国，尤其是

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则服务于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建立，尝试在历史唯物主

义、阶级论的意义上确立别样的历史观，其自觉的

重写 / 改写历史的文化实践，不期然间暴露了历史

书写的政治性与内在权力机制。与此同时，冷战时

代的开启，尤其是在冷战对峙的前沿地带、冷战分

界线的两侧，同一历史的不同甚或对立的版本，则

不仅以相近的“曝光”效果黯淡了“历史”神圣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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冕，将历史揭示为特定的叙事行为，而且在

两相对照中，清晰显影了历史的屏 / 蔽功能。
20 世纪后半叶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变迁：前殖

民国家的独立建国及此后的解殖运动，在以

第三世界的国别史写作改写着整个世界历

史格局的同时，显影了诸种历史写作的全球

资本主义或曰欧洲中心之世界想象的底景。
因此，当冷战终结，“不战而胜”的西方世界

或曰资本主义逻辑再次主导着胜利者的历

史写作，这一书写自身却必然遭到上述批判

性的防波堤的障碍和阻隔。
颇具反讽意味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法

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以“历史与人民的

记忆”为题直指战后西欧的主流文化策略之

一，是以历史之名遮没、压抑人民记忆，以期

想象性地消解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质询；而

世纪之交，尤其是新世纪之初，胜利者的历

史书写，则是借重 20 世纪———这一革命与

动荡的年代———的个人创伤记忆以实践历

史的重写。当然，“个人是历史的人质”或“个

人无法承担历史罪责”的老调，在“赦免”个
人的同时，成就着审判失败者的内在逻辑。
就电影这一依旧极具大众性的文化工业而

言，1987 年，贝托鲁奇的好莱坞版中国故事

《末代皇帝》，不期然间成了始作俑者；而

1994 年风靡全球的《阿甘正传》则“正式”以
记忆之名开启历史书写所必须的遗忘机制。
一如影片中那个特技奇观：一片飘飘洒洒、
有形有影的羽毛掠过阿甘生命的天空，智商

74、留着板寸头的阿甘则穿越了二战后美国

历史的几乎所有重要时刻，以其痛楚而限定

的个人记忆修订或曰遮没了这段炙热的历

史。继而，在记忆 / 历史书写的意义上凸显而

出的，则是两德合并后的德国———或联系、
或围绕着德国的《窃听风暴》、《朗读者》、《帝

国风暴》、《柏林女人》等———以个人记忆或

个人故事为新主流的重建，虚构出必需却不

可能的政治和解与“大团圆”。
对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说来，历史与记忆

的再现，呈现着更为繁复而颇具异趣的状

态。事实上，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新时期激

变的政治文化启动路径之一，正是自觉的历

史重写。无论是满怀悲情的前国家主席刘少

奇的庄严遗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还

是不无犬儒意味的再度流行的胡适名言：

“历史是任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或是“历

史文化反思运动”的政治批判与文化重构，

无不清晰地显影着一份堪称怪诞的、历史之

文化政治意味的自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

交，应对着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政治行为：“平

反昭雪”的，是以“补白”与“钩沉”为基本特

征的历史重写。且不论所谓补白与钩沉的意

义在于显影昔日特定历史书写的筛选与删

除机制，断裂其逻辑链条以曝光出裂隙与空

白，而且在于其重写过程深刻而内在地改写

着历史书写的坐标与参数。首先是作为现代

民族国家的中国明确限定了历史视野及其

书写框架，取代了此前的重要参数：“五四”
时代（或曰鲁迅之为“盗火者”）对世界上弱

小民族的认同与参照、二战期间的世界反法

西斯同盟及第三国际的深刻影响、1949 年以

降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 20 世纪 70 年代

的第三世界主义[1]视野，进而将其纳入到资

本主义全球体系的阶序之中；“现代化”作为

“赶超”逻辑的新版本，抹除了共产主义之为

愿景的世界革命想象。其次，则是在倒置运

用了 20 世纪 50 年代以降中国历史书写特

有的“翻案文章”之时，悄然消去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叙述逻辑及更为重要且基本的参数：

阶级———尽管此处的“阶级”，尤其是所谓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关于现代社会分析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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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范畴，而更多是在修辞意义上用以描述

“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曾经，这一别样的

历史叙述逻辑，不但增补、凸显王朝历史之

中、之间的农民起义之史实，强调把颠倒的

历史重新颠倒过来[2]，而且显现了“人民，只

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于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历史重写，便成为

对“再颠倒”的颠倒，历史恢复了其“本来”面
目———不若说是历史叙述恢复了现代世界

的主流逻辑。然而，于中国，这一有效的文化

政治实践，同时形构并显影了一个特定的社

会政治及文化困境，即：政党、政权的连续与

政治、经济体制的断裂；前者要求意识形态

的延伸以维系合法性表述，后者则缘于新的

合法性需求而必须倾覆昔日的意识形态建

构。于是，它直接呈现为历史书写自身的矛

盾性并存所制造的内在冲突与叙述碎裂，而

且事实上无法确立任一版本的 20 世纪历史

的连贯叙述。尽管众所周知的是，一部逻辑

连贯的历史无疑是主流意识形态确立、运行

的充分必要条件。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历与

史于不期然间再度分离：若干昭然的空白或

曰必需缺失的年份是某种史说成立的前提。
与此同时，中国外在的特定的世界情势，亦

强化着这份历史书写及意识形态再现的悖

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新时期”
的开启，或者更准确地追溯，1972 年中美联

合公报的发表，使得中国已然置身于全球冷

战结构内的后冷战政治文化状态之中；而上

世纪八十年代终结，西方阵营不战而胜，中

国作为最后一个屹立不倒的社会主义大国，

陡然遭遇到全面的后冷战时代的冷战情势。
这又一层面上的错位，则在谵妄或失语间强

化了当代史叙述的破碎、悲情与犬儒。
此间，一个在诸种社会力量间颇具默契

的文化策略，便是历史叙述的“蒙太奇”。通

过“剪去”当代史的异质性段落，尝试绕过困

境并建立新的霸权逻辑。然而，当需要剪去

的不只是某些特定的年份、而是当代史的主

部：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 （乃至 20 世纪 40
至 70 年代）之时，它便不仅因巨大的时间跨

度、因诸多异质、因逻辑的横亘而呈现为叙

述与文化的雾障，而且因当代史基本而重要

时段的缺失，直接、间接地面临着合法化危

机。另一个或许出自多重政治潜意识驱动的

书写策略则更为有趣或曰意味深长。如果

说，“历史”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文化与文

化政治的关键词之一，那么，此间以历史之

名所指称的文化 / 政治实践却大都以非历史

化为其主要特征。犹如“五四”时代历史的寓

言式书写的变形回声，再一次，“没有年代的

历史”———关于历史真实的表述，成了对“历

史”———为因果链条所编织的编年叙述———
的参照与颠覆。此间，不仅是“历史在这里沉

思”一度勾勒出“中国历史的超稳定结构”，
而且是“寻根”或《河殇》式的、关于亘古依然

的愚昧或注定死灭的民族寓言，令中国史

（包括当代史）呈现为一幅周而复始、循环往

复的空间图式，而非时间 / 线性进程。于是，

中国新电影的全盛期，所谓“第五代”导演的

诸多重要作品都伴随着关于历史年代的有

无、历史场景的具体与抽象的争端：20 世纪

80 年代前期，这几乎成了电影的艺术权利与

官方机构的文化惯例 / 审查制度间冲突的焦

点。这也事实上成就了第五代电影的艺术标

识与时代签名，即：空间 / 造型对时间 / 叙事

的压倒优势，为诸多的民俗、礼仪、服饰、器
物所构筑的仪式美学成了历史或历史的“无

物之阵”的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说，20 世纪

80 年代非历史化的历史书写，实践着文化双

刃剑式的社会功能。若说作为“五四”时代的

叙事主题与修辞的复沓：“没有年代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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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真相或真理的所在，直接抗衡着“有年

代的历史”（编年史 / 官方说法 / 谎言），意味

着一种激进变革的选择与姿态，那么，此时，

类似历史叙述所达成的非历史化效果同时

负载着迥异的社会意图：当某种元中国史叙

述事实上指向 20 世纪———中国这一几乎经

历了人类历史曾有过的所有革命样式的世

纪———并将其涵盖在一幅不曾改变或无从

改变的同质图景之中，便无疑成就着别样

的、非政治化的政治实践：审判激进，告别

革命。
此间，“个人”、“记忆”之名下的“历史”

书写，则作为另一个有效的策略，始终伴行

着历史 / 当代史书写的逻辑置换与新主流建

构。或许可以说，20 世纪 80 年代，“个人”与
“记忆”之名的凸显，是为了以“个人”对抗阶

级 / 集体，以记忆对抗此时已近乎坍塌的官

方说法；同时，也许是更重要的，是以记忆之

名，将个人剥离于历史 / 刚刚逝去的现实。如
果说，以记忆之名，去规避记忆、历史的沉重

与质询，是大时代———尤其是斑驳酷烈的大

时代———之后寻常的社会心态，那么，或许

需要提及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

“个人”只是一个想象性的集体称谓，“记忆”
则更近似于白日梦式的社会心理代偿。个人

成了一块历史的飞地，成了或需救赎、有待

书写的未来白板。因此，曰“伤痕”、曰“反

思”、曰“第四代”的文化书写，以记忆之名成

功地启动了遗忘机制，令新的主流逻辑及历

史叙述得以在尴尬间渐次起步。如果说，这

所谓“记忆的遗忘”，只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之交政治潜意识的无心之果，那么，1987 年

于中国摄制的好莱坞 / 欧洲历史巨制《末代

皇帝》，则同样在不期然间为中国电影（也许

不只是电影），充当了个人、记忆、历史的主

流书写的示范之作。在导演贝托鲁奇的世界

里，个人即使尊为帝王，仍只是历史飓风间

的蒲草与转篷；他为历史的暴力绑架、羁押，

只能或犬儒状、或执拗……实则无谓地穿行

于大时代的历史空间；末代皇帝的登基大典

上，那如玩偶、似傀儡的三岁小皇帝溥仪（或

日后的满洲国皇帝），无疑成了贝托鲁奇版

的个人境遇的最佳像喻。或许贝托鲁奇叙事

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其历史场景始终锁定

于 个 人———这 几 乎 是 现 代 西 方 的 叙 事 惯

例———而在于相对于个人，历史只是变动不

居却无关宏旨的景片，用以出演其“儿子”的
故事———恋母、弑父，却最终为了皈依、获取

“父之名”。一如精神分析理论最基本的症结

不仅是高度预设，而且是非历史或反历史；

贝托鲁奇的历史叙事所完成的，正是个人心

理悲剧中的历史弥散。因此，尽管《末代皇

帝》号称出自个人记忆———原本出于溥仪的

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无疑是一部具有鲜明

政治性的作品，从某一特定角度记述并见证

着历史），但在贝托鲁奇的影片中，无论是清

廷大典还是红卫兵“忠字舞”的、可谓宏大且

逼真细腻的历史场景，都不仅与中国无涉，

亦与历史无关，凸显出的，只是又一个贝托

鲁奇式的个人：一个辗转在父名的威压之

下，间或为恶母所胎化的儿子 / 儿皇帝。因

此，无论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欧洲的风云激变

（《1900》），还是近现代中国的金戈铁马（《末

代皇帝》），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陆战场

（《随波逐流的人》），或是 20 世纪 60 年代进

行“最后一次欧洲革命”的中心巴黎（《戏梦

人生》）……对于贝托鲁奇的“个人”和他自

讼 / 自辩、侵犯 / 孱弱的故事，历史时空因无

法为其提供救赎而全无差异。
当然，与其说是中国电影人从贝托鲁奇

那里学会了主流电影的叙事技巧与策略，不

如说是贝托鲁奇的“中国故事”启迪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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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人如何在叙事时从历史中逃逸。因为彼

时彼地，历史之名恰是现实政治的在场形态

之一。或许只是偶然，也正是《末代皇帝》于

中国摄制的 1987 年，张艺谋执导的处女作

《红高粱》在西柏林电影节上获大奖，标识着

第四代、第五代导演引领的中国新电影或曰

中国电影新浪潮的顶峰与终结。也正是在这

部电影中，故事的前半部发生在一处法外

的、时间之外亦即历史之外的空间之中，却

以一句举重若轻的旁白“日本鬼子说来就

来，转眼公路修到了青杀口”，将具有反叛意

味的“没有年代的历史”接续到“有年代的历

史”中，从而标识着一个激进批判的（反）历

史书写年代的结束。而 20 世纪 90 年代，赢

得了世界性声誉、且取得了票房业绩的中国

电影《霸王别姬》，以及《活着》，无例外地选取

了贝特鲁齐式的书写：故事的展开，人物或

一个家庭命运的书写贯穿在现当代中国的

历史之中，但这历史只是一幅幅景片，除却

狰狞酷烈、血雨腥风，其历史变迁几乎不提

供任何差异性描述或意义的表述。即使暂时

搁置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围绕着中国及中

国文化事件的后冷战的冷战情境，暂时搁置

欧美世界关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本质化想

象或干脆说无知，在《霸王别姬》或《活着》的

影像世界中，历史始终是人（“大写的”或“小

写的”）的对立物。
在此，一个有趣的例外，却最终印证了

这份非历史化的历史书写的文化政治逻辑。
那便是在世纪之交的近 20 年中，以其署名

标识着中国电影之电影艺术走向的贾樟柯

的影片序列。在确立了其国际声望及地位的

代表作《站台》当中，贾樟柯奠定了他标志性

的关于个人／命运的书写方式：那是小人物

如蒲草般柔韧顽强地生存于飓风掠过的时

代、穿行于激变中的社会空间的叙事。其作

品曾因中国社会底层的显影，因其人物的边

缘身份及电影作者的认同而呈现出迥异的

面目及魅力。然而，一旦贾樟柯的电影与叙

事再度遭遇历史，其作为例外便再度为“惯

例”所捕获。21 世纪之初贾樟柯相继推出的

两部作品《二十四城记》和《海上传奇》，均采

用了准纪录片或曰纪录风格的形态，但这一

次，他的“个人”（小人物或大人物）孑然一身

穿行历史的叙事，却再度成就了以非历史化

的方式加盟主流历史书写的效果。《二十四

城记》中，一个国营大厂几代工人的故事，记

述了共和国史的一个侧面，但其中，无论是

20 世纪 50 年代那相对于国营大厂工人来说

“火红的年代”，还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

会等级全面重组的岁月，或是 20 世纪 90 年

代的激变、工人阶级的整体坠落的时段甚或

是 21 世纪劳动与资本的全面异化、劳动者

的社会隐形与匿名的现实，在影片中，似乎

都只是无差异的宿命性力量。而另一部“城

记”———《海上传奇》所负载的 20 世纪中国

现代史则呈现了更为清晰、丰富的文化政治

症候。在这部准纪录片里，共产党军队攻占

上海的前夕，为国民党当局逮捕、为“特刑

庭”宣判死刑的地下共产党人王孝和的故

事，与国民党军队千军万马溃退台湾时一个

军人家庭的遭遇，平行于同一命运与意义的

层面上，在不期然间获得国家最高领袖接见

的纱厂女工黄宝妹的叙述与女演员韦唯在

拍摄电影《小城之春》时一段感情遭遇，亦无

任何或可言说的差异。于是，白驹过隙、白云

苍狗，一切只是岁月沧桑、造化弄人罢了。尽

管略强于犬儒主义的睥睨嗤笑，但朝向无差

异、使个体抽象化的认同和同情，造成了对

历史暴力的记忆的葬埋与死者的二度死亡。
然而，在此显现的不仅是所谓后现代历史的

扁平化，而且是 20 世纪历史，尤其是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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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历史之纵深感的消失，自觉不自觉地抹

去了现代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为壮阔的一

次全球性的乌托邦实践———一次寻找资本

主义之外的别样可能的尝试，抹去了造就这

段极端特异的历史的苦难，以及这一历史自

身所制造的苦难。至此，一如全球及欧洲艺

术电影，中国艺术电影曾携带或预期携带的

社会批判性已濒于耗竭，文化精英的书写已

不再根本有别于政治与经济精英们的主流

选择，而与大众文化价值及非／反历史表述

渐次趋同。
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最重要

且基本的事实，便是大众文化工业与大众传

媒接替昔日国家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功能角

色。其作为因危机与僵化而陡然真空的意识

形态机器之替代品，同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

化的必然结果。仅就叙事艺术与大众视觉文

化而言，则是电视剧取代电影开始充当大众

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之发声器官。其经历了消

费主义文化的狂欢迸发，“分享艰难”的力度

与暧昧，“重写红色经典”的杂芜与尴尬之

后，电视剧在多重历史叙述／历史故事中，

显现了它穿越话语雾障、重塑主流价值的角

色意义。固然，古装历史剧，尤其是清宫剧的

滥觞，以《雍正王朝》标识着叙事主体的位

置、中国的自我想象与象征性的性别角色的

转移；《激情燃烧的岁月》则以“从上世纪下

载激情”的开启，加入了回收、改写、重组当

代史的文化进程，成为新文化霸权机制的确

立尝试与成功试运行。历经新英雄传奇《亮

剑》、《我的团长我的团》，谍战片狂潮《暗

算》、《潜伏》，家庭情节剧《闯关东》、《戈壁母

亲》，等等，辅之以新军旅故事《士兵突击》，

极为成功有力地助推着新的主流价值与国

家认同的达成。当这一新的历史重返与切入

路径终于显影于中国电影 / 大银幕之上时，

事实上标识着新的政治经济动力推动下的

霸权机制的正式确立。因为，若说就通俗叙

事艺术而言，电视剧是今日更为真切有效的

大众文化，那么，电影，尤其是大制作之 A 级

片，则仍然是大众文化的另一层面上主流价

值、霸权机制直观呈现的窗口。或者说，就文

化霸权机制而言，电视剧，类似于电影黄金

时代的 B 级片，更像是一处多重社会力量 /
言说主体博弈或曰谈判并妥协的空间，而电

影 / A 级片则更像是获取了某种共识的霸权

表述得以自我显影、言说印证的场域。因此，

始自 2003 年《英雄》、延伸至 2006 年《满城

尽带黄金甲》的古装大巨片序列，以中空而

华美的形态表明，在历史叙述之中，统治的

王位再度安放在奴隶的脚蹬之上———尽管

对权力的绝对崇拜、追逐与当权者地位的岌

岌可危，共同构成了新自由主义的悖谬表述

与新主流确立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吊诡。
作为一个社会与文化的节点，2007 年，

一部战争片，或曰现当代史的、电影的重

装———《集结号》登场，不仅以票房完胜，而

且获普遍的由衷认可，标识着主流文化对历

史叙述、对政治文化困境的突围，以视觉呈

现的方式完成言说、书写之主体置换，实现

并证明了新文化霸权终于获得了曲折、尽管

仍不甚稳固的确立。在影片《集结号》中，个

人再度与历史相遇并相对：有情有义的前九

连连长谷子地（张涵予饰）独自直面着历史

的巨轮，顽强固执、几近偏执地向历史索要

着个人的姓名 / 位置、记忆的权力；他面对着

“无名烈士”墓碑执念：“爹妈都给起了名儿

了，怎么都成了没名儿的孩子了？”看似一次

20 世纪 80 年代历史文化反思命题的重现。
为此，导演冯小刚大胆地运用了先锋、实验

电影的镜头语言：让谷子地在夜色、火光中

转身望向镜头———片刻间撕裂了电影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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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闭锁，令人物直接望向影院中的观众，犹

如击穿历史时空与暮霭的阻隔，完成了历史

中的牺牲者与蒙难者的质询。但其后，经由

电影奇迹的实现，谷子地完成了“不可能的

任务”：他重获了九连的番号，他索还了“历

史中的失踪者”的姓名，为他们争回了应得

的荣誉与位置。有趣的是，在影片中，这一电

影奇迹的实现成为对其文化命题的有效消

解；个人姓名 / 位置的失而复得，正是为了再

度修复历史叙述的连贯与意义。于是，影片

中唯一复沓重现的段落正是九连战士奔赴

狙击阵地的夜晚，即谷子地望向摄影机镜头

的场景，但当剧情完满收束，这一段落及镜

头再度闪回，略事延宕的镜头长度，却逆转

或曰平复了视觉与叙事语义：透过夜色与历

史望向我们 / 观众的谷子地，再度转身跟上

了步入画面纵深的队伍，渐行渐远，隐没在

夜色———亦即历史的深处。对历史的质询最

终复归于历史的重建，以记忆之名向历史索

还个人的名姓，只为了再度供奉给历史；犹

如影片回还往复的片头、片尾设置，当故事

实现了它的“大团圆”，历史亦已完成了悄然

间的置换：复归的历史已不复故事开启时的

历史。曾经的历史，标识着断裂，标识着一个

完全异质性的历史时段的开启，于是，其中

的“无名烈士”，指称着“成千上万的革命先

烈”，“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而用以置换的历史，则意味着结束历史唯物

主义及阶级论观点中的世界想象，在民族国

家史的意义上，将死者呈现为蒙难者；而为

死者讨还姓名与历史位置，则在意指现代中

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的叙述中为其重新赋

予价值与意义，并将其再度还原为无名。新

的或曰九连的墓碑，事实上成为新的无名烈

士纪念碑，只是这一次，它准确地成为奠基

并标识民族国家历史的基石和起点。

《集结号》作为新主流价值确立的标识，

不仅在于它在电影市场上取得了久违的全

面成功，更重要的在于它不期然成了新霸权

叙述的一个像喻———成功地借重并转化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历史反思与批判的主题与

动力，同时成功地吸纳并化解了 20 世纪 90
年代彼此对立的批判性叙述：成功地吸纳了

所谓“自由派”的对社会主义历史的拒绝与

否定，同时挪用了所谓“新左派”关于 20 世

纪 50 至 70 年代中国的工业化成就的辩护

性言说，在百年中国千回百转的现代化历程

的意义上，回收当代史的重要段落，重建 20
世纪中国史的同质性的、连贯的历史叙述。

或许可以说，《集结号》的空前成功，从

某种意义上成了 2008 年———中国奥运年的

边鼓序曲；而同一年，自全球金融帝国心脏

迸发、陡然袭向欧美世界、进而将全球经济

拖入泥沼的金融海啸，则在巨幅低迷的底景

上凸显并明确了一个新的世界议题：中国崛

起。这一以 GDP 的增长速率、以全球第二大

经济体的排名位置、以全球奢侈品消费、全
球豪华旅游标识的经济起飞奇迹与资本主

义活力迸发，在开始改变乃至重组全球政治

经济格局的同时，改写着社会文化、认同政

治与历史书写的参数。如果说，21 世纪最初

十年的世界变局，开启了一个“后冷战之后”
的时代，那么，凸显的国家地位，无疑有力地

强化了在现代化逻辑中重获连续性的中国

历史叙述，因此将中国文化主体议题推至前

景之中。然而，也正是在这幅因新主流的确

立而在大众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中涌动的

现当代中国历史表象，却再度于主体与主体

位置的再现中显影了依旧绵延甚或加剧的

文化困境与社会症候。
就中国文化主体的自我指认与自我言

说而言，其最为突出的问题始终是一份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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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意识及价值与意义的中空状态。笔者

曾在旧文中谈及，现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与口号———反帝、反
封———已然形构着这份主体中空。因为反帝

之为文化命题，内在地呼唤着民族 / 本土文

化的抵抗；但反封的命题则以决绝的姿态，

要求断裂前现代文化的绵延、传承，渴求在

置之死地而后生间凤凰涅槃———于焚毁后

重生少年中国。于是，在现代中国文化内部，

一边是深刻的文化的自我流放，一边是鲜明

的现代主体之我 / 他结构：以西方列强、坚船

利炮、现代科技为“他者”，以历史裂谷此岸

的重生、稚嫩、空白为“自我”，他者之镜中映

照出的未来图景，只能是西化、现代化之路。
如果我们可以暂时搁置对欧美之现代 / 资本

主义的勾勒：在其起点处，资本主义已然呈

现为一次全球化进程。不仅开篇伊始，它便

以已知的整个世界为其资源、劳动力及市场

版图，而且以直接的战争，暴力劫掠、绑架整

个世界加入其现代历史进程；如此，20 世纪

中国史的意义正在于，复制西方逻辑的愿望

并不导向任何成功复制的现实，现代历史的

旋转木马拒绝上演同样的剧目。因为，尽管

现代文化设定了以他人之眼观自我之身，故

而丑陋的“中国文化”必须彻底摈弃；但美丽

他者毕竟同时是狰狞敌手，且现代中国文化

几乎在起点处，便意识到西化之路并非通衢

坦途。这便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国革

命”之于中国的示范与启示意义；这也便是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
的内在动因与由来；这也便是导向 1949 年

中国社会巨变的历史线索。换言之，以曲折

的现代化道路为主脉，20 世纪中国的历史所

包含的诸多充满张力、遍布矛盾、横生裂隙

的决定性时刻，已然在创造着一份不同于现

代欧美的社会逻辑、文化自我与主体位置，

具有充分差异性的历史记忆。因此，21 世纪

之初，于后冷战之后、中国崛起的议题中再

度显影的中国文化自我的中空状态，并非

“五四”文化裂谷于历史苍穹下再度横移，而

是世纪之交又一次文化建构与意识形态实

践的结果。
再次反观具有标识性的大众文化文本

《集结号》，不难发现，叙事所完成的历史参

数与逻辑的成功置换，同时是一次历史主体

的自我抹除过程（或曰这一已经完成的自我

抹除过程的大众文化显影）。仅就电影而言，

冯小刚的最大成就，似乎是复活了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中国电影最具活力与社会感召

力的叙事样式：革命战争题材；而重新激活

这一沉寂已久的电影样式的直接路径，便是

为其重装了美片《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
和韩国影片《太极旗飘扬》式的场面调度、剪
辑速度与战争奇观。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导

演与编剧刘恒设置了情节中的必需的桥段

与逆转，令故事中九连不仅换上了其敌

手———国民党政府军的美式军用装备，而且

换上了其敌手的德式军装。同时，“兄弟”称
谓取代了“同志”或“战友”，勇武、草莽、义薄

云天的连长、军事指挥官的绝对主角取代了

循循善诱、爱兵如子、身先士卒的指导员、政
治指挥官形象。然而，当解放战争或曰

1946—1949 年间的全面内战中的解放军 /
共产党军人以后冷战时代国际化 （职业）军

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国银幕上，这场战争的历

史、这场战争所标识的历史、这场战争所开

启的历史，便同时被悄然抽空或置换。当《集

结号》成功地获取了国际化，即：也曾是冷战

彼端之战争片的奇观、节奏与魅力，其前提

却是这场战争历史的差异性因素的蒸发。在

历史的语境中，至少是在昔日主导性的历史

叙述中，这不仅是一场现代文明史上司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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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的惨烈内战，而且是一场中国未来之路的

大对决；不仅是一场军事实力及背后的国际

政治经济实力的角逐，而且是一场民心向背

之战，一场以弱胜强之战。历史的视域中，令

共产党政权、共产党军队最终赢得了这场战

争的，首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所实现的深刻而

全面的社会 / 农村动员；是通过军队政治化：

“党指挥枪”、“支部建到连上”等作为普及马

克思主义教育前提的军队扫盲。然而，这一

切在《集结号》的剧情间踪迹全无。与此相对

照，九连故事的外在特征正是全无政治色彩

与历史差异的军旅兄弟情，是指导员的或粗

暴或无能，是官兵们的勇武与文盲状态。于

是，《集结号》成功且感人的故事悄然演绎着

镌有鲜明的冷战记忆的历史中政治主体的

消失，成就了记忆的改写与历史的重构。
20 世纪历史叙述中政治主体的自我抹

除，势必同时意味着对 20 世纪中国历史的

差异性的抹除，意味着对其文化自我建构过

程的否认，进而再度显影为一个新的主体中

空化过程。其突出的例证，不只是历史大片

（从《英雄》到《无极》）中强权膜拜之外的叙

事逻辑的苍白孱弱，不只是古典重述（《赵氏

孤儿》） 中故事与人物行为逻辑的不知所云

与匪夷所思，更是自觉的现代中国历史叙述

中的主体缺席与言说困境。其中两部尝试向

世界讲述南京大屠杀之历史记忆的大片《南

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以其惊人相像的

叙事选择凸显了这一文化症候。对于这段中

国现代史中至为惨烈的历史事件，导演陆川

与张艺谋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段历史中的他

者充当叙事的 / 视觉的与意义的主体。前者

选取了攻占南京的侵华日军的青年军官作为

叙事视点依据，后者则以一个美国殡葬人充

当故事的主角。如果说，必须借重他人之眼方

能一窥自我记忆的深处，是文化之内在流放

的寻常表征，那么，两部影片所设置的作为民

族自我指称的中国军人形象，却再度不约而

同地、“准确地”在影片情节的三分之一处消

失，便成为一处意味深长的文化困境之显影。
一如在《南京！南京！》中，中国军人陆剑雄原

本设计为影片的双重主人公之一，却苦于无

法为其获取可信的叙事逻辑而终遭放弃；《金

陵十三钗》中更为完满与谨慎的叙述，却因将

故事空间设定在一座为红十字标志所铺陈的

教堂之中、因几乎所有关键性的时刻都透过

教堂的圆形彩镶玻璃窗（宗教建筑所谓的上

帝之眼）而看到与被看，不仅直接显影了中国

主体的缺席，甚或成就了南京大屠杀之特定

历史的叙事 / 视觉蒸发。
再现的政治固然联系着历史与记忆，但

在 21 世纪之初，历史与记忆却成为再现政治

中极为突出的命题。于今日中国，历史与记忆

的命题不仅关乎过去，而且联系着当下，指涉

着未来。毕竟，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且被

压抑者永远从未来回归。

注释：

[ 1 ] 有趣之处在于，鲁迅所言“弱小民族”———东欧，正

是昔日以欧洲为世界版图之时，所谓“第三世界”之所在。

[ 2 ] 毛译东 1944 年 1 月 9 日致杨绍萱、齐燕铭信。原

文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

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

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

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圃，所以值

得庆贺。”《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

人民出版社，1983 年 12 月出版，第 222 页。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电影研究专家，曾在《艺术广

角》发表《清醒的立场——戴锦华访谈录》等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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