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理论家面对权力、资本、以及媒体受众的时候，话不要说得太刺耳，大概是必要的

服务规则。 道德问题被软化为文化学或心理学的问题，绕开善恶这种痛点；如果可能的话，
不妨进一步纳入医学事务，从而让烦心事躺入病床去接受仁慈的治疗。 一个美国人曾告诉

我：在他们那里，一个阔太太如果也想要个文凭，最常见的就是心理学文凭了。 心理门诊正成

为火爆产业，几乎接管了此前牧师和政委的职能，正在大谈“情商”或“逆商”一类时鲜话题。
据说全国未成年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六至百分之三十二（2008

年 10 月 7 日文汇报），而最近十二年里，我国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数分别翻一倍多和近一

倍（2009 年 9 月 22 日文汇报）。如此惊人趋势面前，人们不大去追究这后面的深层原因，比

方说分析一下，“情商”或“逆商”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有多少精神病大体属实，而另一些

不过是“社会病”，是制度扭曲、文化误导、道德定力丧失的病理表现。
病情似乎只能这样处理：道德已让人难以启齿，社会什么的又庞大和复杂得让人望而

却步，那么在一个高技术时代，让现代的牧师和政委都穿上白大褂，开一点药方，摆弄一些

仪表，也许更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当然也更让不少当权大人物宽心———他们是很关爱你们

的，但他们毕竟不是医生，因此对你们的抑郁、焦虑、狂躁、强迫、自闭之类无权干预，对写字

楼综合症、中年综合症、电脑综合症、长假综合症、手机依赖综合症、移民综合症、注意力缺乏

综合症、阿斯伯格综合症等等爱莫能助。 你们是病人，对不起，请为自己的病情付费。
并非二十四小时内的都相关道德。 很多牧师和政委曾挥舞道德大棒，其越位和专制不

但无助于新民，反而构成了道德腐败的一部分。 取消对同性恋的歧视，显然是对心理甚至

生理差异的合理宽容，纠正了一大假案。 不抹口红者对抹口红者不再声讨，吃鹿肉者对吃

狗肉者不再质疑，也保护了文化多样性，让人类摆脱道德有色眼镜，重新活得五彩缤纷。 这

是另一方面的情况。 不过，颁布精神大赦，取消道德戒严，广泛解放异端，让很多无辜者享

受自由阳光，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不再有恶，不意味着所有精神事故都像小肠炎，可以回

避价值判断，只有物质化、技术化、医案化的解决之法。 最近，已有专家在研究“道德的基因

密码”，宣称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个人品德是由基因决定（2010 年 6 月 14 日俄罗斯《火星》
周刊）。 如果让文章中那些俄国人、美国人、瑞典人、以色列人研究下去，我们也许还能发现

上帝之死与人民之死

韩少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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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权主义或民主主义的神经元？ 能发明让

人一吃就忠诚的药丸，一打就勇敢的针剂，
一练就慷慨的气功， 一插就热情的生物芯

片？ 能发明克服华尔街贪欲之患的化学方

程式……即便这些研究不无道理， 与古代

术士们对血型、体液、面相、骨骼的人生解

读不可同日而语，但人们仍有理由怀疑：无

论科技发展到哪一步， 实验室都无法冒充

上帝。否则，制毒犯也可获一小份科技进步

奖了———他们也是一伙发明家， 也是一些

现代术士，也在寻找快乐和幸福的秘方，只

是苦于项目经费不足，技术进步不够，药物

的毒副作用未获足够的控制， 可卡因和 K
粉就过早推向了市场。

道德的别名是价值观， 其核心是义与

利的关系。其实，义也是利，没有那么虚玄，
不过是受惠范围稍大的利。 弟弟帮哥哥与

邻居打架，在邻居看来是争利，在哥哥看来

是可歌可泣的仗义。 民族冲突时的举国奋

争，对国族之外是争利，在国族之内是慷慨

动人的举义。义与利是一回事，也不是一回

事，只是取决于不同的观察视角。
一个高尚者还可能大爱无疆， 爱及人

类之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整个银河

星系，把小资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从另

一角度看， 如此大爱其实也是放大了的自

利，无非是把天下万物视为人类的家园，打

理家园是确保主人的安乐。 如果有人爱到

了这种地步：主张人类都死光算了，以此阻

止海王星地质结构恶化， 那他肯定被视为

神经病，比邪教还邪教，其高尚一文不值且

不可思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其实很

世俗，充满人间烟火味，不过是一种福利分

配方案， 一种让更多人活下去或活得好的

较大方案。 一个人有饭吃了，也让父母吃一

口，也让儿女吃一口，就算得上一位符合最

低纲领的道德义士———虽然在一个网络、
飞机、比基尼、语言哲学、跨国石油公司所

组成的时代，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好这一点。
作为历史上宏伟的道德工程之一，犹

太—基督教曾提交了最为普惠性的福利分

配方案。 “爱你的邻居！ ”《旧约》这样训喻。
耶和华在《以赛亚书》里把“穷 人”视 若 宠

儿，一心让陌生人受到欢迎，让饥民吃饱肚

子。他在同一本书里还讨厌燔祭和集会，却

要求信奉者“寻求公平，解放受欺压者，给

孤儿伸冤，为寡妇辨屈”。圣保罗在《哥林多

书》中也强调：“世上的神，选择了最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这种视天下受苦人为自

家骨肉的情怀，以及相应的慈善制度，既是

一种伦理，差不多也是一种政纲。这与儒家

常有的圣王一体， 与亚里士多德将伦理与

政治混为一谈，都甚为接近；与后来某些宗

教更醉心于永恒（道教）、智慧（佛教）、成功

（福音派）等等，则形成了侧重点的差别。在

这一方面，中国古代也不乏西哲同道。 《尚

书》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

《管子》称：“王者以民为天。 ”《左传》称：“夫

民，神之主也。 ”而《孟子》的“民贵君轻”明

显含有关切民众的天道观。

稍有区别的是，中国先贤们不语“乱力

怪神”，不大习惯人格化、传奇化、神话化的

赎救故事，因此最终没有走向神学。虽然也

有“不愧屋漏”或“举头神明”之类玄语，但

对人们头顶上的天意、天命、天道一直语焉

不详，或搁置不论。 在这里，如果说西方的

“天赋人权”具有神学背景，是宗教化的；中

国的“奉民若天”则是玄学话语，具有半宗

教的品格。但不管怎么样，它们都有一个共

同点， 即置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道德

核心，其“上帝”和“天道”，与“人民”是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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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之死与人民之死

两面，不过是道德的神学符号或玄学符号，
是精神工程的形象标识， 一种方便于流传

和教化的代指。

“上帝死了”， 是尼采在 19 世纪的判

断。但上帝这一符号所聚含的人民情怀，在

神学动摇之后并未立即断流， 而是进入一

种隐形的延续。 如果人们注意到早期空想

社会主义者多出自宗教群体， 然后从卢梭

的“公民宗教”体会出宗教的世俗化转向，
再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中听到“天

国”的意味，从“无产阶级”礼赞中读到“弥

赛亚”、“特选子民”的意味，甚至从“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制度蓝图，嗅出了教堂里平均

分配的面包香和菜汤香， 以及土地和商社

的教产公有制，大概都不足为怪。这与毛泽

东强调“为人民服务”，宣称“这个上帝不是

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见《毛泽东

选集》）， 同样具有历史性———毛以及他的

同辈志士不过是“奉民若天”这一古老道统

的现代传人。
不难看出，尼采说的上帝之死，其实只

死了一半。 换句话说，只要“人民”未死，只

要“人民”、“穷人”、“无产者”这些概念还闪

耀神圣光辉，传统道德就还有基本盘，至多

是改换了一下包装， 比方由一种前科学的

“上帝”或“天道”，通过一系列语词转换，蜕

变为后神学或后玄学的共产主义理论。 事

实上， 共产主义早期事业一直是充满道德

激情、甚至是宗教感的，曾展现出一幅幅圣

战的图景。 团结起来奔赴“最后的斗争”，

《国际歌》里的这一句相当于《圣经》里 Last
Day（最后的日子），充盈着大同世界已近在

咫只的感觉。 很多后人难以想象的那些赴

汤蹈火、舍身就义、出生入死、同甘共苦、先

人后己、道不拾遗，并非完全来自虚构，而

是一两代人入骨的亲历性记忆。 他们内心

中燃烧的道德理想， 来自几千年历史深处

的雅典、耶路撒冷以及丰镐和洛邑，曾经一

度沉寂和蓄藏， 但凭借现代人对理性和科

学的自信， 居然复活为一种政治狂飚，从

19 世纪到 20 世纪呼啸了百多年， 大概是

历史上少见的一幕。
问题是：“人民”是否也会走下神坛？或

者说， 人民之死是否才是上帝之死的最终

完成？冷战结束之际，标举“人民”的社会主

义阵营遭遇重挫， 柏林墙后面的残暴、虚

伪、贫穷、混乱等诸多内情震惊世人，使 19
世纪以来流行的“人民”、“人民性”、“人民

民主”一类词蒙上阴影———上帝的红色代用

品开始贬值。“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

服务”，是后来的一种粗俗说法。 理论家们

温雅一点，却也有权质疑“人民”这种大词，
这种整体性、本质性、神圣性的概念，是否

真有事实依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家居别

墅的高级技工与出入棚户的码头苦力是一

回事？ 摩门教的银行金领与什叶派的山区

奴工很像同一个“阶级”？ 特别在革命退潮

之后，当行业冲突、地区冲突、民族冲突、宗

教冲突升温， 工人与工人之间其实可以不

共戴天。一旦遇上全球化，全世界的资产阶

级富得一个样，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穷得不

一个样；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无国界地发财，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则有国界地打工； 于是

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的工会组织， 更容

易为争夺饭碗而怒目相向，隔空交战，成为

国际对抗的重要推手。在这种情况下，你说

的“人民”、“穷人”、“无产者”到底是哪一伙

或者是哪几伙？ 前不久，澳大利亚总理陆克

文也遭遇一次尴尬： 他力主向大矿业主加

税，相信这种保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义举，
肯定获得选民的支持。 让他大跌眼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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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是选民通过民调结果一类把他哄下了

台，其主要原因，是很多中下层人士即便不

靠矿业取薪， 也通过股票与大矿业主发生

了利益关联， 足以使工党的传统政治算式

出错。
“人民”正在被“股民”、“基民”、“纳税

人”、“消费群体”、“劳力资源”、“利益关联

圈”等概念取代。 除了战争或灾害等特殊时

期，在一个以私有制、市场化为特征的竞争

性社会， 群体不过是沙化个体的临时相加

和局部聚合。 换句话说，人民已经解体。 特

别是对于人文工作者来说， 这些越来越丧

失群体情感、共同目标、利益共享机制的人

民也大大变质， 迥异于启蒙和革命小说里

的形象， 比方说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笔下的

形象。 你不得不承认：在眼下，极端民族主

义的喧嚣总是比理性外交更火爆。 地摊上

的色情和暴力总是比经典作品更畅销。 不

知是大众文化给大众洗了脑， 还是大众使

大众文化失了身，用遥控器一路按下去，很

少有几个商业电视台不在油腔滑调、 胡言

乱语、拜金纵欲、附势趋炎，靠文化露阴癖

打天下。在人民付出的人民币面前，在收视

率、票房额、排行榜、人气指数的压力之下，
文化的总体品质一步步下行，正在与“芙蓉

姐姐”（中国）或“脱衣大赛”（日本）拉近距

离。 在这个时候， 一个心理脆弱的文化精

英，夹着两本哲学或艺术史，看到贫民区里

太多挺着大肚腩、说着粗痞话、吃着垃圾食

品、看着八卦新闻、随时可能犯罪和吸毒的

底层男女， 联想到苏格拉底是再自然不过

的：如果赋予民众司法权，一阵广场上的吆

喝之下，哲人们都会小命不保吧？
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时刻。
上帝死了，是一个现代的事件。
人民死了，是一个后现代的事件。

至少对很多人来说是这样。

上帝退场以后仍然不乏道德支撑。 比

如有一种低阶道德， 即以私利为出发点的

道德布局，意在维持公共生活的安全运转。
商人们和长官们不是愤青，不会把“自我”
或者“叛逆”当饭吃。 相反，他们必须交际和

组织，不能没有社会视野和声誉意识，因此

会把公共关系做得十分温馨，把合作共赢讲

得十分动人，甚至在环保、慈善等方面一掷

千金，成为频频出镜的爱心模范，不时在粉

色小散文或镏金大宝典那里想象自己的人

格增高术———可见道德还是个人见人爱的

好东西。应运而生的大众文化明星或民间神

婆巫汉，也会在人多的地方推出“心灵鸡汤”
（包括心灵野鸡汤），炖上四书五经或雷公电

母，让人们喝得浑身冒汗茅塞顿开，明白利

他才能利己的大道理， 差不多是吃小亏才

能占大便宜的算计———也可以说是理性。
不否定自私，但自私必须君子化。不否

定贪欲，但贪欲必须绅士化。理性的个人主

义，或者说可持续、更有效、特文明的高级

个人主义， 就是善于交易和互惠的无利不

起早。 这有什么不好吗？ 考虑到“上帝”和

“人民”的联手远去，变“以义为本”为“以义

为用”，放低一点身段，把减法做成加法，不

也能及时给社会补充温暖， 不也能缓释一

些社会矛盾， 而且是一种最便于民众接受

的心理疏导？当一些人士因此而慈眉善目，
甜言蜜语，道德发情能力大增，包括对小天

鹅深情献诗或对小蝴蝶音乐慰问， 我们没

有理由不为之感动。起码一条，相对于很多

文化精英在道德问题上的逃离弃守和自废

武功， 相对于后现代主义才子们精神追求

的神秘化（诗化哲学）、碎片化（文化研究）、
技术化（语言分析）、虚无化（解构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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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明星与神汉巫婆还算务实有为， 不失

为差强人意的替补。 他们多拿几个钱其实

于理不亏。

很多高薪才子并没有成天闲着。 他们

对 道 德 的 失 语， 其 实 出 自 一 种 真 实 的 苦

恼———或 者 说 更 多 是 逻 辑 和 义 理 上 的 苦

恼。 说善心不一定出善行，这当然很对。 说

善行不一定结善果，这当然也很对。说恶是

文明动力， 再说到善恶相生和善恶难辨因

此道德无定规， 这在某一角度和某一层面

来看，无疑更是大智慧，比“心灵鸡汤”更有

学术含量也更有精英品味（坦白地说，我已

受益不少）。 不过，用诗化哲学、文化研究、
语言分析、 解构主义等等把道德讨论搅成

一盆糨糊以后， 才子们总还是要走出书房

的， 还是要吃饭穿衣的。 书房里的神驰万

里， 无法代替现实生存的每分每秒： 比方

说，一位才子喝到毒奶粉，会觉得这是善还

是恶？会不会把毒奶粉解构成好奶粉？会不

会把奶粉写入论文然后宣称道德仍是假命

题？ 会不会重申幸福不过是一种纯粹主观

的意见和叙事法， 因此喝下毒奶粉也同样

可以怡然自得……纸面上被他们争相禁用

的独断论，一旦走出书房却变得无法回避。
套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

喝，还是不喝，是一个问题。
生气，还是不生气，是后现代主义者无

法绕过的学术大考。
价值多样化，诚然是实践者的智慧，是

独断论者们曾经留下的盲区。 面子对有些

人而言是利益，对另一些人而言不是利益。

交响乐是有些人的实惠， 在另一些人那里

却不值一提。 有些人对宗教徒一厢情愿的

关怀， 还经常形善而实恶： 把寺庙改成超

市，说面纱不如露背装，强迫忍饥斋戒者赴

饕餮大宴，都可能引起强烈仇恨，构成文化

误解的重大事故。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有

些人可以把豪宅当作地狱， 把自由视为灾

难， 把女士优先看成男性霸权的阴谋……

可见由己推人，有时候也会推出乱子的，足

以使后现代主义的迷茫不无依据。但是，无

论人间事怎样千差万别， 无论利益解释可

以怎样多样化、主观化以及感觉化，只要人

还是人， 酷刑和饥毙在任何语境里也不会

成为美事， 鲁迅笔下的阿 Q 把挨打 当 胜

利，也永远不会有合法性。 这就是说，道德

仍具有一种普世标准的客观通则， 多样性

中寓含着同一性———对当代哲学深为不满

的法国人家阿兰·巴丢，将其称为“一个做

出决定的固定点”和“无条件的原则”（见《哲

学与欲望》）。这确是一个问题，一个当代精

神的命门：因为离开了这一点，世界上的利

他行为统统失去前提， 任何仁慈都涉嫌强

加于人的胡来， 而任何卑劣也都疑似不无

可能的恩惠；离开了这一点，本能的恻隐，
宗教的信仰，理性规划和统计的公益，都成

了无事生非。
事情若真到了这种糨糊状态， 毒奶粉

也就不妨亦善亦恶了———不过这就是哲学

书虫要干的事？就是他们忙着戴方帽、写专

著、大皱眉头的职责所系？就是他们飞来飞

去衣冠楚楚投入各种学术研讨会和评审会

的专业成果？ 他 们 专 司“差 异”，擅 长“多

元”，发誓要与普遍性、本质性、客观性过不

去，诚然干出了一些难能可贵的漂亮活。但

如果从过敏和多疑滑向道德虚无论， 在一

袋毒奶粉面前居然不敢生气， 就只能活活

印证“多方丧生”这一成语：理论家的药方

太多了，无一不是妙方，最终倒让患者无所

适从，只能眼睁睁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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