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7 月 17 日晚 19:30，戴錦華教授在第七屆南南論壇發表了主題演講：人類之維

——從紀錄片凝視世界，“國仁鄉建”在 B站同步公開直播。講座從法國導演的紀錄片

《人類》切入，經由幾部紀錄片，與大家共同探討了全球化、新技術革命、全球危機：

瘟疫與生態災難、種族衝突、階級現實與棄民政治。再度追問並質詢“人類”之維的意

義與可能。講座由全球大學嚴曉輝博士主持。以下為文字實錄。 

 

人類之維——從紀錄片凝視世界 

（完整文字版） 

 

嚴曉輝  主持人 : 

各位老師、朋友們，大家晚上好。我是嚴曉輝，在全球大學和國仁鄉建工作，很榮幸今

天有機會再一次主持戴老師的講座。我本人是戴老師非常忠實的粉絲和學生，也非常期

待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戴老師的精彩演講。 

 

今天晚上的直播是由全球大學主辦、國仁鄉建合辦的第七屆南南論壇的主題講座之一，

也是戴老師專門為南南論壇準備的第二場的主題演講。上一場是在 7月 9號的晚上，非

常精彩。 

 

南南論壇從 2011年開始舉辦，到現在已經是第七屆。這一屆南南論壇從 7月 8號開始 ，

今天已經是第十天，也是最後一天。戴老師這一場就是來給我們壓軸的。 

此次論壇一共有 45 個國家，大概 150個講者，包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不同地方。

戴老師這場直播是今天倒數第二場。十點鐘的時候，我們還有一場是巴西國際學校的

Joao Pedro分享全球鄉村建設運動。 

 

論壇之後我們還有一些延伸活動。全球大學致力於全球公共思想和經驗的傳播，尤其著

重於發展中國家的思想者和行動者，看他們的經驗和思考，並通過交流分享的形式來進

行傳播。全球大學在全球各地有 200多個發起成員，戴老師也是我們的發起者之一。我

們認為知識本身是人類的公共資源，所以我們做的視頻，傳播的網站還有開會這些內容

都是免費的。 

 

大家都是來聽戴老師的課的，關於戴老師我就不多做介紹了，大家想必都十分瞭解。今

天晚上戴老師講的題目是“人類之維，從紀錄片來凝視世界”。 

下面有請戴老師，我們期待戴老師的精彩分享。歡迎戴老師。 

 

戴錦華教授 :   

大家晚上好。很榮幸，謝謝曉輝對我的介紹，也請大家忽略曉輝介紹中的不實之詞。



大家只管更加關注他介紹當中對於全球大學和南南論壇的介紹。不僅我是他們當中的一

份子，也是包含了很多我所認同的和我所追求的理念目標和信念。 

 

我抓緊進入到正題當中。因為今天不允許拖延，而且實際上我非常希望此刻和我共

用著同一個螢幕的朋友們，儘管我對這種螢幕的共用始終有很大的疑慮和有某種心理的

障礙。因為我經常覺得用中文寫出的“螢幕”二字固然有幕，但這個概念的同時還有屏

的概念。它可能是一種遮罩，一種屏風，一種阻隔，但是我們在做著矛盾的事情。我們

在這個螢幕、屏風、屏障面前嘗試著一種交流一種穿透，一種相互抵達的可能性。很像

今天的世界，像今天我們將要分享的影片。我們也許仍然要回到傳統中國文化，大概是

在知其不能為而為之。 

 

回來說，此刻共用螢幕的朋友們，真的很希望你們加入到十點鐘的那個專案當中。

因為 Joao Pedro 不僅是一個批判教育學的實踐者和領袖，同時也是當今最重要的社會

領袖和思想領袖。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能夠共用，一定會比我的討論更有價值，更為直

接。這完全不是自謙之辭，而是多年來我追隨劉健芝老師參與第三世界的社會考察和深

入到第三世界的社會現場當中的收穫和體會。 

 

那麼回來，進入到所謂人類之維。同樣，為了戰勝這個橫在我們每個人面前的屏，

使它成為一個幕，我也再一次地違背我自己的意願製作了 PPT，一會會跟大家分享。這

一次的 PPT 我幾乎沒做完，原因是在於：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家如果看過我們列在大綱

裡的影片，我想大家可能會分享我的一個感受——這是一場視覺的盛宴。所以我每一次

重看這些紀錄片的時候，就會下意識的一直在截屏。當我截了很多的畫面之後，我每一

張都捨不得。今天到開始之前我還在做 PPT。對，這在我的個人生命當中是個非常怪誕

的時刻，就是如此熱衷於 PPT，幸虧我在一個關鍵的時刻醒悟過來。我覺得那些 PPT 都

僅僅是某一種提示、某一種符號。事實上，真正更好的辦法是此刻我閉嘴，重新和大家

在這個螢幕上共用這些電影，來共同經歷影像的這樣的一個展示過程。所以當我意識到，

再多的畫面也不足以真正的讓大家在此時此刻跟我共用這些影片、影像、那些觀影的時

刻。所以我就適可而止，把它壓縮到了一個適當的程度。 

 

破題“人類之維” 

但是在進入到影片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選題，或者說先做一下破題。

我用了一個非常宏大的，某種程度上也是非常空洞的題目，叫人類之維，人類的維度，

人類的命題，人類的指稱，人類的提示。在十年前我不會使用這樣的題目，我會警惕甚

至拒絕乃至憎惡這樣的題目。原因是它太宏大，太整體，以致它太空洞，退一萬步說，

是太矯情。 

 

什麼是人類，何為人類？我何德何能可以在人類之維這樣的意義上來言說。而今天，

我再一次違背了自己的初衷，違背了自己一向以來的思考路徑和思考定式，選擇了人類



作為演講的命題。這固然有一個非常簡單和直接的原因，就是因為揚·阿爾蒂斯-貝特

朗的這部精彩的紀錄片。這部非常精彩和獨特，卻在世界範圍之內沒有引發我曾經期待

的轟動和人人傳看的熱潮的電影，它的名字叫《人類》。 

 

2016 年他來北京大學訪問，我是他的對講人，所以我第一次觀看這個電影是坐在

導演身邊。看完這部電影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這也是我生命中不多的時刻，就是我臉

上都是淚。導演擁抱了我，然後他在講臺上重複了他對中國記者所說的那句話。他有點

悲觀地說，剛才戴老師告訴我她很痛。我要告訴她，我也要告訴你們，現在作為一個悲

觀主義者為時太晚了。因為世界已經如此荒誕，情形已經如此糟糕，我們已經置身在危

險的關頭。在這個時刻我們必須行動，必須樂觀。一個北大的同學問我們怎麼樂觀，我

們能夠做些什麼？我沒有想到這位在我心目中偉大的電影導演，同時也是唯一一個作為

影像工作者獲得法蘭西院士稱號的這樣的一個重要的當今世界的思想者，他給的回答是

說：首先不要看會掙多少錢，去選擇一份你真正想做的讓你快樂的工作。他說從這兒開

始我們做點什麼去改變。這樣一部電影被他命名為《人類》，同時也就是在那一次我主

持的他的影片放映和映後對談，及其現場與觀眾的互動之後，他在接受中國記者訪問的

時候，記者問他這部電影為什麼叫《人類》，他說因為沒有更好的名字。“除了人類，

我沒有想到更好的名字。”換句話說，這是對於今天世界，對於我們共同的生存，對於

我們所面臨的世界現實，對於我們所生存的共同擁有的地球，對於所有記錄這些影像的

無以名之的命名的命名。我們無法命名它的時候，我們把它命名為“人類”。 

 

這當然是我做這個題目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我選擇人類之維這個題目還在於，一般

說來人類這個詞出現的時候自帶聖光。它自帶一種迷人的氛圍，自帶一種我們的自我指

認。而這份自我指認背後是一份驕傲，一份自豪。我依稀想起我年輕時代熱愛的詩句，

現在已經記得沒有那麼清楚了，叫做我們是人，在平原上除了樹，我們是最高的生物，

我們直立行走，我們可以驕傲地昂起我們的頭。人類似乎首先是一個自帶聖光，自帶迷

人的氛圍，自帶我們身為人類的驕傲的這樣的一種指稱，一種命名。所謂人類指稱，一

直縈繞著我的問題是：人類指稱著一個物種嗎？指稱著一個種群嗎？還是指稱著一個社

群？人類是指稱著地球上的一種生命類型，一種生命樣態，指稱著地球上的主宰者，還

指稱著一種構成了人類社群當中每一個個體之間相互連接的方式。它有一個非常普通和

樸素的名字，叫社會。而長久以來我非常慎重，甚至拒絕使用人類的稱謂，因為在現代

歷史當中，人類是一個神話，人類是現代歷史的發明。人類把自己視為人類，Human、 

Human Being，我在這就不說 Man了，因為那樣馬上就引申出那個不是人，是男人。我

不能自稱 Man，必須再加上 Wo。我是女人，女人前面要加個首碼。女人不是人類嗎？沒

有人會說女人不是人類。但是女人確實不大是人類。那就是另外一個故事了，先把它放

到一邊。 

 

當我們使用人類，使用人，使用 Human Being，Human，Man 這樣的字眼的時候，大

概很難意識到他的歷史。不像人類這個物種，這個種群在地球上生存的歷史那麼漫長。



當然我們今天的主題不是環保，就不再去引證那個古老的故事。如果我們把地球的歷史

比喻為一天的話，那麼人類是在這一天的最後幾秒鐘才誕生。理解這個故事，可以有兩

個角度。一個角度是地球是一顆年輕的星球，而人類是地球這顆年輕的地球上一個極端

年輕的物種。再一次重複我年輕時候非常熱愛的一部蘇聯電影。那部電影的結尾是一個

蘇聯科學家的演講，他說人類還年輕，人類要活下去。可是換一個角度說，如此年輕的

人類已然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之內糟蹋了如此年輕的地球，使得地球開始變得如此老邁。

這是另外一個思路，我也暫時把它擱置。 

 

再回到題目當中，當我們說人類是現代的發明，人是現代的發明。當我們引證同樣

是來自法國的思想家福柯的說法，人類是畫在沙灘上的一張臉，它是那麼脆弱，那麼短

暫，一個浪潮甚至一陣狂風可以把它捲去的存在。當我們這樣說的時候其實在引證著所

有的關於現代歷史，或者換一個命名角度，叫做現代資本主義歷史對其全部歷史的追溯

及反思。 

 

當然，我也要再一次引證，在我的思路和言說中其實已經非常老套的一句話，就是

另一位法國思想家薩特，他在給第三世界的思想家法農的一部著名的著作叫做《地球上

的受苦人》寫序言。多說一句，不久以前在課堂上我的學生告訴我，法農的這部著作中

文翻譯為《地球上的受苦人》，實際上法農引用的是國際歌的中文的第二句，法文的第

一句，就是“全世界的受苦人”。 

 

薩特給法農的《地球上的受苦人》或者《全世界的受苦人》這部著作做的序言當中，

一開頭就說，曾經在這個世界上有幾千萬人，其他的是土著。他在說什麼？他在說現代

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在歐洲發生，經由歐洲人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向全球擴張。在

現代歷史當中被發明出來的“人"曾經只指向歐洲白人。我這麼說還是太客氣了，只指

向歐洲白男人。女人真的不在其中，不管加不加 Wo。歐洲以外廣大地區的這一物種的生

存被稱之為“土著”。這個序言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終結的時刻，也就是上世紀中

葉。換句話說，人類指稱人，指稱地球上的人群，地球上不同膚色、語言、宗教、階級、

性別的人們，使我們今天能夠很輕鬆自然的想像人類、人類共同體、人類共同命運、人

類共同生命，其實只有如此短暫的歷史。 

 

這個短暫的歷史伴隨著二戰之後的反殖、解殖、民族獨立、第三世界運動、第三世

界獨立建國而發生。所以我以前慎用人類，也是因為我自己成長於 80年代，也參與 80

年代的這樣的一個文化的、社會的歷史變遷過程。坦率的說，我從來沒有什麼先見之明，

但是在 80年代就有不適感，有拒絕。因為 80 年代有個響亮的口號就是“大寫的人”，

我們要成為大寫的人。我當時對它的不適感並不來自于對於這段歷史的自覺，對於這段

歷史的獲知。對我來說，知識性的獲知和思想性的理解相當晚，也相當遲到。我不適感

來自于中文無法大寫，所以我不知道什麼叫大寫的人，什麼叫大寫的歷史，大寫的 H為

什麼這麼重要。這麼說帶一點玩笑了。 



 

也是在這樣意義上，我認為人類是一個太整體性的、太普適性的、太宏觀的命名。我一

直擔心和警惕它掩蓋了其下的階級、性別、種族、膚色、語言、文化、宗教、信仰，壓

抑和遮蔽了眾多的差異性。所以我一直非常警惕使用這個概念。 

 

在做了這樣的一點聲明之後，我們再往下推。人類這個概念從一個宏大的神話式的

建構越來越逼近我們，貼近我們，越來越真切，越來越可以被觸碰和感知。事實上，一

個伴隨著我們，每個人都置身其間的進程，就是全球化進程。全球化進程以互聯網、物

聯網、全球金融資本主義帝國及其網路，以全球生產鏈開始，更真切的把人們連接在一

起。我們幾乎很難以民族國家為疆界去處理任何重要的、有意義的問題，不論是政治經

濟的還是文化社會的，沒有任何一個問題可以遺世獨立在某一個領域、某一個邊境、某

一個場域內部。它的互動性和鏈條的連接是如此的緊密。我現在的描述有點理想化了，

我們大概也沒有時間在這兒展開。 

 

這個過程同時是一種更深的切割，更深刻的分化過程。蘋果手機起始的生產點是在

非洲，在非洲的黑礦，奴工的發掘時刻，然後這塊礦石的的提煉經歷了相對低端的生產

鏈，進入到當年中國富士康的流水線上，進入到蘋果手機的全球銷售網，最後它散佈到

全球的中產階級社群當中。這樣的一個鏈條把任何一個使用蘋果手機的人們和非洲的奴

工聯繫在一起。真的嗎？真的。在生產鏈條的意義上，這是如此真切。在獲知、理解、

相互的連接的意義上說，它完全是不可能的。全球化進程使得異地、他鄉、遠方、他人

似乎不像前全球化時代那樣的遙遠和陌生。 

 

我還是忍不住要再插一個小例子。我記得敘利亞戰爭、敘利亞難民問題非常嚴重的

時候，我有一次在課堂上偶然談到，談到自己有點失控，有點動感情了。課後有一個姑

娘非常誠懇的問我，那麼遙遠的地方發生的事情，你怎麼還動了真格的，還動了感情呢？

我注視著這個姑娘突然意識到，大概幾天以前，她跟我討論過美國大選的問題。我就半

開玩笑地回應了她一句，敘利亞離中國好像比美國離中國近。這個小故事我印象非常深

刻。 

 

全球化進程使得曾經的阻隔在被突破。當然全球化的進程還經由互聯網、物聯網、

全球資本金融帝國而實現，我就不再重複了。但是這遠不是一個真實空間的遠近問題，

也不是一個資訊的傳播暢通與否的問題，這是一個全球化過程同時鑄造的感知體系、情

感結構以及知識本身與權力、和權力等級之間的連接問題。 

 

我把它拉回來，全球化進程的同時伴隨著某一種信念，在我看來也是某一種神話。

那麼，整個世界正在一個一體化的進程當中，這樣的一體化進程，同時伴隨著一種關於

發展、發展主義的信念。而具體到人類共同體，人類的共同命運來說，發展主義似乎附

加著一種若隱若現的、似是而非的、欲說還休的承諾。這個承諾就是終有一天，全球化



進程將使人類整體獲益。從發達國家到半發達國家，再到欠發達國家，它只是一個等級

序列而已，是一個先富後富的進程。人類似乎毫無疑問地與全球化進程相連接，關於人

類的想像，關於人類的認識也與全球化進程相聯結。 

 

最後一個層次，全球化進程關於人類的想像和理解的同時，成為不同國家、地區、

區域、層次的現代化進程，它與現代化進程相伴生。再次回到薩特曾經揭示的那個事實，

曾經地球上只有幾千萬是人，其他的是土著。二十世紀至今的歷史也可以有另一種理解

方式，我是在南南論壇的發言上提到過這樣的觀點。我們也可以把它理解為是一個“非

人”站起來，經由抗爭、對抗、反叛，甚至是流血犧牲去向那幾千萬人要求、爭取、呼

喊、戰鬥，要分享做人的權利。它可以簡化成一個大家非常熟悉的字，叫人權。第三世

界國家通過獨立建國，反殖運動，甘地式的和平抗爭，阿爾及利亞的鐵血戰爭，爭取到

作為平等的民族國家的地位，爭取到加入人類共同體的資格。每一個邊緣群體，弱勢群

體，非人的群體，在 20 世紀的歷史當中都有他們波瀾壯闊的爭取成為人，爭取分享人

權，爭取做人的資質的鬥爭。 

 

當我自己讀到這個資料的時候有一點驚心，1995 年在北京發生了一個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的一個歷史性事件，就是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了。像每一屆世界婦女大會

一樣，這個大會之後要形成一個宣言《北京宣言》。但是 1995 年世界婦女大會的《北京

宣言》極端重要。為什麼？因為這一次的宣言迫使聯合國修改了憲章，在其中加上了一

個條款。那個條款是女權也是人權範疇。我說清楚一下，就是直到 1995 年，在聯合國

的有關文件當中才寫明女人也是人。所以女人的問題不用單列，女人的問題就在人的問

題上去討論就好了。大家會知道這是現在進行時的，晚進的，仍然在發生之中的一段歷

史。 

 

紀錄片《人類》海報 

今天當我們說人類、人類共同體、人類共同的命運、人類共同遭遇的時候，不要忘

記這是一段鬥爭史，一段以 ing 的形式在持續發生且在發生之中的歷史。大概今天和

我們將要看到的影片，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問題之一就是這樣，一邊是反抗的意義，在歷

史中的意義，在現實中的意義；一方面我們會看到權利的不平等。大家在《人類》當中

一定聽到了那句對白：誰告訴你在印度高速發展的是 IT 業，在印度高速發展的是不平

等。這可以說是印度 ，也可以說是冷戰終結之後的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不平等的發

展速率超過了任何產業，任何領域的發展速率。大家知道那個拼命聲明自己不是左派的

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他的著作《21世紀資本論》，有 600頁的專著最後得出的結論是：

貧富分化的問題是今天的世界最嚴重的問題，不平等成為今天世界的一個危機性的元素。

我開玩笑的說這好像用不著用 600頁來論證，這是用肉眼可以看到的事實。當然我這樣

說的時候不太負責任。這樣一個高速發展的不平等的同時伴隨著，你只能看到你置身其

中的階級、階層、政治、經濟，看不到他人。 

 



在這個意義上說，這是我選擇這些影片來跟大家分享的最重要的動機之一。他既是世界

性的視野和飽含著愛的視野，也是望向他人，望向異己者，望向差異性、異質性人群的

視野。另一邊它是今天電影的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電影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第一位重要

的偉大電影導演，美國導演格里菲斯說，我首先讓你們看的時候，我們究竟在看什麼。

當數碼介質取代了膠片介質的時候，他究竟在什麼意義上徹底的、不可逆的、無可挽回

的改變了電影。還是電影自有它內在的生命和活力，讓我們可以穿透螢幕，穿透磨合，

穿透數碼的迷障去看見，去發現，去認知，去真正的在認知差異的意義上去體會我們的

共同；在真的看到他人的意義上去認知自我，同時感知我們同為人類。 

 

新技術革命與後人類主義 

對我來說，這是電影本體論層面的討論，但也是今天人類文化、世界文化必須回答，

我急需去重新提問，再度追問並且給出答案的問題之一。從幾個角度上我說明我為什麼

選擇人類之維，或者說想在人類之維的命題下放置什麼樣的內容。其實我最初在人類之

維這樣的一個題目下，當我努力地克制著我的猶疑，我的某種恥感，而把人類之維作為

討論的命題提出的時候，最初放在下面的是討論這一場我們正在深曆的新技術革命。為

什麼要討論新技術革命？太多的答案。我在這裡僅僅說是因為伴隨著新技術革命發生，

在西方，一種新的哲學思潮，一種語言不詳的非常龐雜的哲學思潮開始蔓延，叫後人類，

或者後人。 

 

記得五年前，我在美國一個學術會議上用“我欲為人”為題目來討論一些中國電影

當中的滯後的人道主義想像的時候，很多美國學者非常迷惘，他們就說不是都後人了麼，

怎麼還在這兒談人呢，誰還關心人的問題，現在我們都討論後人了。當時我一度陷於失

語，但是這個小小的遭遇也成為一個動力，使我去觀察、學習、思考和追問所謂後人類

主義。 

 

在我們要討論的是人類主義和前人類主義，所以不去展開對後人類主義的討論。這

個命題對我來說提示了一個思考人類的重要的點，一個層面是我們的技術革命、技術爆

炸、技術突破真的到達了一個臨界點，這個臨界點是以所謂人工智慧。有一個專業的朋

友跟我說不要這麼危言聳聽，最好不要用什麼人工智慧，最好就使用一個大家很熟悉的

詞，叫自動化。又一輪人工智慧帶動了一輪大規模的工業改造，一個生產形態、生產工

具、生產資料大的改變，就是大規模的自動化。其實也應該放在這個命題當中，但是這

個命題覆蓋不到那個題目，就是我就在其他的演講當中提到的，會放在我的紀錄片命題

當中的一個重要的文本——《美國工廠》。 

 

拋開對《美國工廠》的討論，對我來說，第一次觀影時有一個瞬間於我驚心動魄，

就是那個機械手臂開始準確的替代工人來完成簡單體力勞動的時候。這個時候，不論從

勞資衝突的意義上，從現代管理的意義上，從中國資本美國工人的意義上，還是從文化

差異、文化衝突的意義上，所有的問題都將被取消，都將被改變。這是一個我所理解的



自動化或者人工智慧的問題。且不必說人工智慧正在大規模的接替傳統意義上的白領工

作，不僅是藍領還包含白領。它對於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衝擊是如此劇烈，以至於三年前

西歐和北歐諸多國家開始討論如何去處理大規模自動化所造成的失業人口。尤其是北歐

國家如何在所謂福利國家的系統當中去安置這些被勞動生產所廢棄的、所放逐的人。 

 

另一個層面就是種種關於賽柏格，人機和成人的討論。當然賽柏格可以非常不神秘。

我的一個朋友指責我，說賽柏格有什麼大不了的，你太誇張了。他說比如你戴了個眼鏡，

或者鑲置一顆假牙，或者換了一個人工關節，你就是賽柏格。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當然

已經賽柏格了。曾經在 80 年代發表過著名的《賽柏格宣言》的唐娜·哈洛威，兩年前

我再次見到她的時候，她一見面就說戴錦華我是賽柏格了。我問怎麼回事，她說是因為

剛剛換了人工的胯骨和人工的膝蓋，樸素的意義。但是當我們討論賽柏格、討論人機和

成人的時候，當然不是這麼簡單，我們討論人工臟器的使用，但是同時我們要考慮到人

工臟器的成本和誰能使用人工臟器,能用得起人工臟器。而當今天的前沿科技界開始討

論超人的時候,這個問題就變得更為豐富和有趣。 

 

在這我不去展開了,這個命題於我來說在兩個層面上直接的與我們對於之人類問題

的思考相關。一個層面是它在以另外一種方式,前所未有的力度再一次切割或者撕裂所

謂人類共同體。因為有一部分人將經由新的生產方式、新的生產結構、新的資本需求、

新的資本的權利被從今天的社會生活和世界生活當中放逐出去。也就是我經常喜歡討論

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叫結構性青年。他不是窮人，而是棄民。所以不要說再就業，不

要說脫貧，他們不再為這個世界的整體結構所需要。另一個層面我要討論的是所謂賽柏

格。我現在講下去有點像科幻了，或許真的會把曾經出現在日本卡通片當中，出現在日

本或者歐美的科幻小說當中的一些情境搬演到現實生活中來。那麼差異、等級、權力的

區隔也許會經由最新的技術而固化，物質化。也許我們可能遭遇到一個超能賽柏格，對

我們這些速朽的，脆弱的血肉之軀的現實。那麼在什麼意義上我們仍然同屬人類？ 

 

今天，我不一猶豫地使用的人類之維這樣一個題目還由於新冠病毒的襲擊。新冠病

毒以我們始料未及的方式把我們返身顯現為人類，顯現為人類共同體，顯現為經由全球

化進程，經由全球的多種層面、多種形態的流動所組合成的社群和共同體。在這個共同

體當中，沒人能夠自外，沒有人能夠倖免，你願意或者不願意，自覺或者不自覺，採取

任何一種判斷或採取任何一種政治立場都不能使你在病毒面前得到豁免。 

 

這是故事的一面，而另一面是我們作為人類共同體，在經歷著一個人類共同的艱難

時刻。可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會以同等的資格、同等的方式、同等的待遇去共度這個艱

難時刻。當我們歌詠福島核洩漏發生時日本老人英勇的衝進核電站，代替年輕人犧牲自

己生命的時候；當我們歌詠義大利年過 65 歲的老人自動獻出呼吸機的時候，你有沒有

意識到，那後面的年齡歧視。當最早在世界很多國家和地區，檢驗核酸的時候要自費，

而在美國它可以高達數千美元的時候，你有沒有意識到並不是所有人都有認證自己感染



的資質。當印度的醫生告訴我們，被告知人人要勤洗手的時候，他說我必須恭喜你們，

你們原來有自來水。他提示我們世界有多少地方的人們，他們根本不享有清潔的水源。

他從雙方面提醒我們人類在人類之維上的思考變得非常現實和急迫。 

 

紀錄片的光譜 

我盡可能不更多的離題而去，更多的跟大家來討論電影，接著跟大家共用一下 PPT。

我原本在大綱當中跟大家說要分享三部電影作為我主要的討論題目，但是在準備的過程

當中，我忍痛捨棄了第三部《珍珠紐扣》。不是它有任何的遜色之處 ，《珍珠紐扣》是

我非常愛的一部電影，而古斯曼是我最熱愛的電影導演之一。但是古斯曼整個一生當中

所創作出來的近乎恢弘的影片序列，都緊密的鎖定著一個 20 世紀重要的歷史時刻和歷

史事件，就是 1973 年 9月 11日智利軍事政變發生的那個歷史時刻。如果我們不去討論

古斯曼作品極端豐富的、歷史的、影像的、文化的、社會的和藝術的內涵的話，至少可

以有把握的說，古斯曼毫無疑問的會寫入電影史，也會寫入文化史。他是一個不斷提示

著我們記憶的意義；不斷的提示著我們遺忘的危險；不斷的警示著我們遺忘對於歷史與

現實，對於昨天與今天意味著什麼。所以我暫時把它擱置，我希望以後如果有機會有時

間，用另外的時間和空間專門跟大家討論古斯曼的電影系列以及印象與記憶這樣的命題。 

 

今天我跟大家集中分享《人類》和《地球之鹽》這兩部影片。相信大家已經看了阿

爾蒂斯·貝特朗的《人類》和維姆·文德斯的《地球之鹽》，大家應該知道德國新電影

的代表導演，歐洲藝術電影大師，他所謂的聯合導演，也就是影片中的主人公就是諾裡

貝羅·薩爾加多。分享一些圖片，不好意思或者說非常遺憾，我居然沒找到貝特朗的照

片。我試圖把我和他的合影找出來，但是在海量的照片當中，最後也沒有能夠成功找到。

所以我們只看一下歐洲藝術電影大師文德斯在拍攝《地球之鹽》的時候的工作照。這個

是薩爾加多在影片當中，也是他的一張工作照。然後這是兩位聯合導演，也是導演和故

事片中主人公的工作合影。我們快一點跟大家分享一下 PPT，然後進入到討論。 

 

紀錄片《地球之鹽》海報 

我先簡單的跟大家做幾點提示，然後來分享 PPT，裡面每一幀都是我自己所做的截

圖。應該說，我從影數十年，或者說我的所謂的專業、職業生涯始終是坐落在電影、電

影藝術、電影研究之上的。但是在我幾十年的電影生涯當中，從來沒有專門的去處理紀

錄片，原因絕不是因為我認為紀錄片不重要，而是因為我認為紀錄片太重要。紀錄片如

此重要，為什麼沒有去處理？因為紀錄片對於我來說，幾乎是一個世界。更具體的說，

紀錄片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太過寬泛的光譜，一個太過富麗、太過豐富的光譜。 

 

簡單的說，我也在很多地方重複過這個認知。紀錄片光譜的一端是純電影，你只有

在紀錄片當中而不是在故事片當中才能夠看到那種純粹的影像。純粹的對電影的視覺語

言、視聽語言和聲畫對位元，當中的那種純粹的試驗性的創造、創作、或者是呈現形態。

而紀錄片光譜的另一端則甩的非常非常遠，不僅超出了電影，而且超出了文化藝術。它



可能就是社會行動自身，它構成社會行動自身，從作為直接的社會行動到純電影之間，

有無限豐富的層次、亞系統和變奏形態，所以我一直覺得我很沒有把握去處理紀錄片這

樣一個命題。 

 

但是這一次，我平生第一次選擇處理紀錄片，去探討紀錄片，有很多很豐富的原因。

我可以跟大家坦白一個非常直接的、單純的原因，就是很晚進的，在今年的奧斯卡頒獎

季，我看了一部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巴西電影《民主的邊緣》。這部電影對我構成

的衝擊超過了近年來我所看過的任何一部電影，任何一個故事片。它成為一個直接的助

推，使我想冒險涉足紀錄片這個領域。 

 

第二個原因，很書齋、很電影、很理論，就是在這個學期的網課當中，我和我的研

究生、博士生們共同去重讀電影理論經典、電影理論著作、電影理論命題，探討數碼轉

型之後的電影，共同再度去追問電影是什麼。在這樣共同的分享、閱讀、追問、再梳理、

再學習的過程當中，曾經成為我電影生涯奠基第一塊知識基石的電影理論家克拉·考爾，

他在一篇論文當中所講的一句話對我構成了某種巨大的衝擊。這句話叫做“轉向影像是

歷史的孤注一擲”。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共同分享，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在說什麼。我

不在這跟大家展開這個討論。 

 

當我在深深的衝擊和感動之下看完《民主的邊緣》的時候，再度重看《人類》的時

候，再一次重看古斯曼的影片序列的時候，再一次的去找到我曾經看過、沒看過、漏看

了的重要的，近 20 年來的紀錄片序列的時候，我強烈的感覺到，也許紀錄片比故事片

更有資格去回應克拉·考爾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一個滿懷期許的斷言。“轉向影像是歷

史的孤注一擲。” 

 

紀錄《民主的邊緣》海報 

重複我在南南會議上發言當中的一個表述，當歷史被宣告已經在消費主義時代終結

的時候，歷史的發生、延展與歷史終結的論述本身已經構成了一處文化戰場。而今天在

我們看起來，歷史的爭奪戰同時是未來的爭奪戰。不僅擁有過去的人才能夠擁有未來，

而且也許我們要在過去之中再度創造和召喚未來。那麼歷史的爭奪、未來的創造和克

拉·考爾的討論、論斷、希望和希冀叫做轉向影像是歷史的孤注一致。那麼在這樣的思

考脈絡當中強烈的感到，也許紀錄片是更有資質的回應者。今天選擇的這兩部電影在某

種意義上說，再次向我們呈現了影像的力量、影像的豐富、影像的議題和影像的秩序。 

 

紀錄片的影像與敘事序列 

在這樣的基本的討論之後，我們來分享我所做的截圖構成的一些 PPT。我想大家馬

上認出這是《人類》當中的幕間插曲，這個間奏曲的場景。而這樣的畫面在貝特朗的成

名作，也就是《鳥瞰地球》和他由此出現的一系列的經由航拍俯瞰大地，俯瞰地球的影

像當中其實是非常常見和典型的畫面。那麼，這些畫面的震撼本身是高度電影的，因為



我首先要讓你們看到，因為角度的變換，地球的奇景、奇觀、人類的生命、人類生命的

痕跡，以前所未有的一種全新的、美的、視覺震驚的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它是電影的，

因為他是目擊的，是看到的，是見證的，但同時它是藝術的，是美的。在這個意義上說，

它可能比絕大多數的故事片是更好的電影教科書。如果我們用它去講機位，去講角度，

去講構圖，我想沒有比他們更準確、更優美、更精道的教材了。 

大家也注意到，在這部電影當中，整個影片由兩種鏡頭序列構成。一個鏡頭序列是

這個影片當中最為重要的，最為基本的畫面，就是正面近景鏡頭直接放在人物的對面。

而人物，受訪的人直視著攝影機，他/她的視平線和攝影機鏡頭完全站在一個水準位置

上，直視著攝影機回答。一般看來，這些畫面非常的反電影。我們先找一幅，這個畫面

非常的反電影。為什麼，因為他顯然使用了最新的數碼技術——摳像。所有的人物是沒

有背景的，所有人物的正面近景鏡頭是在同一的黑色的背景之上。他並不是單純的黑色

幕布之下的拍攝，而顯然是數碼的摳象所完成的一個並無差異性的，幾乎如同一幅一幅

肖像的訪談鏡頭。 

 

在這樣的鏡頭畫面當中，不同的主題，大家知道貝特朗這部電影歷時三年，經過 60

個國家，訪問了 2000 多個受訪者，每個受訪者在攝影機鏡頭前回答了 40個問題，在海

量的素材當中完成了這部影片的剪輯。同時這是貝特朗所主持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 

“70 億他者”，我們翻譯成 70 億其他人，其實是同樣一個字。70 億他者是一個巨大

的，以全人類為物件的影像資料庫。這部電影是從這個巨大的影像資料庫的素材當中選

取的時刻和畫面所拍攝的。 

 

另外一個序列是貝特朗最有標誌性的畫面，就是《鳥瞰地球》。而在這樣的一個自

然奇觀，空中俯瞰的社會場景的畫面當中，導演非常準確的、精到的、也非常簡練的使

用了推拉鏡頭，或者是從空中俯瞰地球，然後機位逐漸遞進所形成的這樣的一個剪輯所

形成的凝視、逼近的視覺效果，或者他使用推鏡頭，連續的攝影機逐漸的向我們展示。

當然，與此相反的另一種形態就是拉鏡頭。我們從一個局部、一個近景、一個特寫、一

個小景別開始，攝影機逐漸生拉開去，或者攝影機機位逐漸的切開去，然後我們看到了

空間、看到環境、看到周邊、看到自然中的人、社會場景中的人、看到人所居住的、人

所生存的那個空間。這樣兩個序列的交替切換，構成了影片的兩個基本的影像序列，構

成了一個極端豐富的表述與對話關係。在這樣的電影面前我會感到詞窮，我會感到沒有

什麼語言可以去替代畫面，或者說沒有什麼語言可以達到畫面的豐富性。 

 

這些鏡頭畫面大家都會記得，他們討論了快樂幸福，討論了痛苦，討論了暴力，討

論了暴虐，討論了殺戮和戰爭，討論了大屠殺，討論了災難，討論貧窮，討論貧窮中的

絕望，討論戰爭、移民、難民……那個求生的撕裂，求生的願望所造成的全球的流動，

及其親人這樣的遠離……然後他們討論愛情，討論婚姻，討論親情，討論死亡……這些

畫面我們不去討論了。 

我真的覺得那個無數多的人餃子一般的泳在海中，體驗海浪的這個場景，我懷疑這



個很像是在中國發生的。只有我們才有這麼多人，還有這麼多人可以去享有這樣一種旅

遊、度假、休閒的生活。 

 

非常快的大家看一下，我不一一的去回顧了。加工廠、血汗工廠、中國女工、垃圾

山、在垃圾山裡求生的人們，貧窮和絕望。然後這樣的空間對照，同樣的人類密集居住

的社會空間，第三世界的空間和紐約，世界最明亮的城市。最後這幅畫面大家一定會記

得，從空中看去那個被白雪所覆蓋的紅土地，在雪融時節所形成的樹的形象。我自己不

能抑制的、矯情的會想到生命樹，會想到那個著名的詩句。人類作為一棵共同的樹，每

一個生命的夭折，每一次死亡，是一支樹枝的折落。所以你永遠不要問那喪鐘是為誰而

鳴的，他是為你而鳴的。 

 

我選擇《地球之鹽》和《人類》作為一組，因為他們在某種意義上形成了某種對話、

某種互補、某種互逆，那個流向互逆卻共同分享的這樣一個敘事序列。在《地球之鹽》

當中，薩爾加多的圖片由他成名期、成熟期和貫穿他整個創作的那個圖片，是由兩個大

的序列組成的。一個是神奇的自然、神奇的聲音，一個是赤貧的人群。在奇美但是枯竭

的、貧瘠的自然環境當中生存著的人們。人們的消瘦、絕望，生活的那種極端的在生命

與死亡之間掙扎的狀態，在他的影片當中是以那麼強有力的和那麼美麗的，真的不想用

這個字，那麼美麗的形態呈現出來，然後給我們那樣的震驚。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對我來說這兩部影片，或者影片當中在場的與隱藏在攝影

機背後的藝術家，從某種意義上標識了兩條逆向的生命軌跡。而這兩條逆向的生命軌跡

並不是一個截然相反的選擇，而是有著眾多提示的問題。就是當我們面對在《地球之鹽》

在這個世界最著名的電影藝術大師所拍攝的，今天世界最偉大的攝影大師的生命與創作

的一部紀錄片當中，我們看到了薩爾加多的生命軌跡的起點是以拍攝奴隸工廠，地獄般

的奴隸工廠當中的奴工，或者近乎於奴工的礦工生活的紀實性的也是原創性的畫面開始

的。而且他不僅拍攝這些完全在當時是不可見的、被遮蔽的、地獄般的場景，同時他也

拍攝他們的反抗，他們的鬥爭，同時也介入他們的反抗和鬥爭。 

 

而經由這種高度現實性的、介入性的，同時又是高度藝術和原創的創作段落之後，

他進入到了一個去捕捉大自然的生命的那個奇妙的時刻，同時仍然目擊著、見證著、記

錄著苦難中的人；在死亡、在貧困、在絕望的死亡的線上頑強生存和掙扎的人群。而他

的兩個序列之間所形成的對話，以及我們在《地球之鹽》當中看到他晚年生活的地方，

然後他對自己的生活規劃，對於環境、對於環境的惡化、對於環境危機的關注，以及嘗

試以種種方式進入的可能。我們先說到這兒，一會兒再回來。 

 

而在貝特朗那裡是一個反向的道路。貝特朗到今天，我們大概查中文資料和大部分

的英文資料都會首先說他是世界知名風景攝影師。他是從拍攝風光、拍攝鳥瞰地球開始，

當然兩個故事，一個故事是他偶然乘坐熱氣球升空的時候突然發現，從這個角度看世界



是如此的不同，是如此的奇妙。從這開始，他創造了一個系統性的上帝的視點，叫《鳥

瞰地球》。而正是這樣一種從空中看地球的場景引申出了他的第二階段，也就是以《家

園》為代表的關於環境、關於環境危機、關於生態惡化。因為從空中看地球，他說地球

是一個整體，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居所，地球是一個這樣寶貴的、獨特的美麗家園和空間，

我們已經把它破壞到什麼程度了！所以《家園》是一部以環保為主題的，同時是一個呼

籲性的東西。他說我們做點什麼吧，Do something，做點什麼，行動起來救救我們的家

園，救救我們的地球。 

 

然後他在很多場合，包括接受中國記者，包括回應我的問題的時候都講到，為什麼

天使降落人間，他為什麼從空中到地下。很有意思，因為有一次他在拍攝鳥瞰地球的時

候，直升機出故障了，所以他被迫就降落在西非馬里。這是曾經舉行世界社會論壇分會

場的地方，我曾經和劉老師共同在那裡出席世界社會論壇。而對於我來說是有很多個人

生命的和思考與學術軌跡穿過的這樣的一個空間。貝特朗被迫降在馬里，然後他和馬里

的農民聊天，和他們談話。我必須在這要對我所尊重的導演說點不敬的話，他非常震驚

的聽那個農民說他最大的願望、最大的奢望是讓他的孩子吃上飯、吃飽飯。這對一個法

國藝術家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重創。我沒有資格去調侃他，因為可能絕大多數今天的中國

朋友也很難想像饑餓，很難想像饑餓的日常化，很難想像很多人生活在饑餓當中。很多

人，太多太多的人每天、每分鐘死於饑餓。震動他的不光是馬里農民跟他說我夢想養活

我的孩子，讓他們吃上飯、吃飽飯，更大的一個震驚是他說這個農民直視著他，和他目

光相向，沒有怨恨、沒有乞求、沒有卑賤、沒有怨恨。他在陳述著一個他生活的事實，

同時充滿了尊嚴。 

 

他第一次意識到從空中看地球，地球是一個整體，他想從地上看地球。當他從地上

看地球的時候，就看到了我們今天在新冠事實面前不能不看到的東西，就是一邊是人類

的共同命運，一邊是各種分割、各種壕溝、各種壁壘、各種牆把人類彼此隔絕。所以經

由《鳥瞰地球》讚歎自然的神奇、自然的美、地球的美麗到《家園》提示人類對地球的

破壞，呼喊人們去拯救地球，再到《人類》他平視著每一個人，直視著每一個人，傾聽

他們的故事。 

 

坦率的說，每次看這個電影我都想，應該出版一本臺詞全部記錄出來，然後我想應

該同時出版一本圖片集。大家注意到，在影片當中他訪問了不同國家、不同民、不同膚

色、不同階級、不同性別、不同性向、不同宗教的人們。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感覺，我第

一次坐在他旁邊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我的震動是每一張臉都這麼美。那些蒼老的、消瘦

的、那些掉了牙不可能去補上牙齒的，那些絕對沒有經過牙齒矯正而參差不齊的、凹凸

不齊的，而每一張臉是這麼美麗。導演說是如此罕見地，每一個人面對鏡頭的時候都如

此真誠。當他這麼說的時候，當我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我明白，這種真誠絕不意味著你找

到一個人，然後把攝影機架起來說問你 40 個問題。這意味著時間，意味著共用，意味

著陪伴，意味著長久的交流所建立的信任。 



 

紀錄片倫理 

這裡面有一個時刻是非常好玩的，他提出了討論紀錄片幾乎是 number one的問題，

叫紀錄片倫理。紀錄片和故事片有諸多的不同，其中一個最基本的不同就是故事片要隱

藏攝影機存在，假裝故事在自己發生，故事在自行湧現。而紀錄片攝影機是必然在場的，

是必然被暴露出來的。所以我們必須處理攝影機與被攝物件的關係，必須處理紀錄片人

與攝影機之間的相互關係。所以有一種東西叫 number one 的命題，就是紀錄片倫理。

作為一個紀錄片攝影師，如何去面對你的對象，你是不是在侵犯他們；是不是在傷害他

們；是不是在盤剝他們；是不是在佔有他們。但是我想，大家如果看這部紀錄片的話，

不會有這樣的感覺。不光是因為攝影機機位的水準設置，不光是由於被訪者坦蕩的、赤

誠的面對著鏡頭的時候，那份真誠和真切，也是由於整個的氛圍、情感、基調，使你明

白這裡沒有矯情、沒有偽善、沒有俯瞰，而是一份想獲知的急切。 

 

坦率的說，他是第一個，也迄今為止是唯一一個我遇到的法國朋友，沒有法國式的

驕傲，這麼樸素，這麼熱誠的一個人。他遲到了 40 分鐘，因為北京大塞車。他來的時

候沒有任何氣急敗壞，沒有任何抱怨，任何指責，而且在遲到了 40 分鐘之後他又晚了

5分鐘。因為他發現了那天是暴雨，所以演講廳外擺滿了雨傘。他一進門就再說太美了，

太美了，那個樓道的雨傘所形成的畫面太美了，所以他就拿著手機，恨不得要跪在地上

來拍攝這些雨傘。後來我就開玩笑地說看來我們的魅力不如雨傘。他就說，啊，你們更

美。就是那種極端熱誠的、赤誠的，沒有任何矜持的一種狀態。 

 

把話題拉回來，電影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時刻。大家是不是記得一個用政治正確的

說法是非裔，一個黑人婦女，牙齒幾乎掉光了。她說為什麼我坐這兒，咱倆換換，我拿

攝影機，你坐在這兒接受訪問。導演在回答中國記者問題的時候，說她是美國的一個非

裔窮人，非常非常窮，但是非常非常活潑和有活力。只有這個場景當中，被訪者直接的

提出了挑戰。大家注意到在影片當中，很多很多個被訪者，在很多很多的時刻就是忍，

忍下眼淚，人們淌落眼淚，人們試圖躲到畫框外面去。我覺得每一次都非常動人。我不

去重複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那個小姑娘說不能哭，不能哭，我如果哭我會倒下，

我必須站起來，我必須掙扎。那位婦女說我離婚了。她這麼開心，她自己覺得有點不應

該，有點不好意思，所以她要躲到畫框外面去。 

 

電影究竟是什麼？ 

我們不去一一的去討論和回顧了。我之所以選擇這兩部影片，因為當中包含了很多

可以在電影本體論上給我們啟示，同時引發我們的思考和追問的東西。在《人類》當中，

他是用這種摳像式的、肖像畫式的，就是肖像攝影式的訪談場景與運動的攝影機，航拍

的、大全景的畫面場景之間形成了一種對於影像自身的展示，同時是對影像自身的質疑。

關於影像，電影就是 Moving Picture，動態影像與靜態影像，關於環境，運動的環境中

的人與肖像 ，與人們的肖像。 



 

在《地球之鹽》當中，他“自然地”是薩爾加多的作品與文德斯的電影。著名電影

導演文德斯本人是一個照片攝影師。兩年前，我又有幸主持了文德斯與觀眾的見面和對

談。然後我就比較驕傲的告訴他，你在中國出版的攝影集是我作序的。在這個影片當中

非常自然的形成一個記錄記錄者的影片，一個展示一個記錄者的生命軌跡和創作軌跡的，

相互交錯和相互重疊的電影，與照片、作品之間的對話。在這兒我不去展開電影理論的

脈絡了。 

 

我們再一次回到克拉·考爾，再一次回到巴贊，再一次追問電影是什麼。當電影的

紀錄特質不再是由膠片的物理功能所規定的時候，那麼電影的紀錄、電影的見證、電影

的目擊仍然在什麼意義上是電影生命和電影的力度。在這個影片當中我更喜歡的一個東

西就是，他使得看這個電影最重要的命題、最重要的行為和最重要的語言形態獲得了極

端強有力的表達，而且獲得了以最樸素的方式呈現的最豐富的含義，和最豐富的層次。

我們說故事片隱藏起攝影機的第一要律，叫做看哪不好你看鏡頭，所以故事片的演員是

絕對不能望向鏡頭的。因為你望向鏡頭的時候，你就望向未來的觀眾。當你望向未來的

觀眾的時候，銀幕，世界的封閉性就被打破。而《人類》和《地球之鹽》當中，那個直

面攝影機的，當然這是紀錄片本身沒有這種禁忌。但是當他作為一個結構性的元素而出

現的時候，他就一直在望向我們，望向攝影機後面的創作者和記錄者。我們的看是使我

們被看 ，而我們被看是使我們看見。這就是貝特朗，那個並不很激進的，並不很左派

的，並不很具有動員性的表述。他說，我拍攝人類的目的是希望看見他者，因為只有經

由他者，我們才能認知自我。只有當我們意識到他者是我們自我的一部分，可能是我們

自我的很小的一部分的時候，我們才能真正的獲知我們自己的所在。而在這部電影當中，

這個似乎無以命名而命名為《人類》的概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顯現出它的意義。我們

看見他人，看見不同的命運，看見差異。我們看見那個為了殺戮而懷著深深的悔恨的人；

看到那個告訴你，說我殺完人以後我成癮能再殺人；看到有一個女性可以把一個 2 歲的

小女孩拎在手裡說你是圖西族，把她送到被殺戮的群體當中去；也聽到一個德國軍人可

以在集中營的鐵欄外抱出去一個小女孩，讓自己的父母把她養育成人；可以聽到貧窮當

中絕望的呼喊，也可以聽到那種如此沉靜的，對於命運的承受；看到對死亡的恐懼；看

到對死亡的坦然接受；聽到那個在愛和婚姻當中的那個身心的滿足；也看到對婚姻深深

的憎惡。在所有這些差異，所有這些矛盾和複雜當中，我們看到了不同，看到了他人，

看到了面臨危機的世界。  

 

我沒有什麼偉大的結論，打算用貝特朗的一些話來結束這個討論。我想先引證一段

話作為參照，這段話放在了將我推向紀錄片的重要一擊，就是《民主的邊緣》的結尾段

落當中。今天世界的頂層人物之一巴菲特說：階級鬥爭始終存在，階級鬥爭正在發生，

這是一場由我們——富人發動的戰爭，而我們註定將獲勝。讓我把貝特朗的話作為回答，

他說在即將到來的鬥爭中，無論是對貧窮的鬥爭還是對環境變化的鬥爭，我們都不可能

單獨行動。他說那些人只需要思考自己和自己所處的社群的時代終結了，從現在開始，



我們不能忽視究竟是什麼將我們連接在一起，以及這種連接所暗示的我們每一個人的責

任。他說在地球上有 70 多億人，如果我們不嘗試共同生活，那我們沒有任何可持續的

可能。爾後他說，剛才我也引證過這句話，他說現在做一個悲觀主義者已經為時太晚了，

我是人類的一份子，我們必須意識到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十分荒謬的，他說我驚訝人們居

然認為這些荒謬的事情是平常之事，人們接受了這樣的事實。他說所以我要說自然從來

不需要被拯救，我們的星球也不需要被拯救，因為這個星球會一直存在下去，需要被拯

救的是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的人性。他說我們需要拯救我們自己，因為我們已經處在

危機之中了。 

 

如果大家對他的討論還有懷疑的話，那麼我們就看看我們的週圍吧。看看新冠病毒

仍然在美國這樣一個如此富裕的國家肆虐，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肆虐。而對這一切，貝特

朗給了一個回答，這也是我的回答，貝特朗給出這個回答的時候。 

 

中國記者質問他面對如此深重的問題，你不覺得你的這個方案太輕了嗎？貝特朗又

做了答辯。我當然要說這個回答是什麼，這是讓我帶有恥感的，和我以前恥於表達的，

那麼就是愛。如果說愛還不能直接轉化為行動的力量和改變的力量的話，那麼至少愛使

我們免於陷入犬儒 ，免於陷入絕望，免於陷入無所作為，免於陷入那種抱怨的、麻木

的、冷漠的自戀之中。 

 

所以我第一次想把紀錄片作為我的研究物件和把紀錄片作為我的教材，因為我想它

至少可以教會我們去看見世界，看見他人，它教會我們嘗試去打碎終結拉康的論述也是

拉康的詛咒，所有凝視都是回返的，所有的凝視都只是手機當中的反向鏡頭，所有的看

最後都只看到了自己。我想我們可能透過螢幕，透過銀幕，透過電影所構成的視窗去看

見世界，看見他人，看見不同，去愛他人，用愛的力量嘗試去承擔我們的共同命運，因

為作為一個悲觀主義者為時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