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談戴錦華（上）：中國的資本邏輯如何統禦文化市場 

2015-11-22                     戴錦華 

 

2015 年中國電影奇跡依舊在繼續，巨大的電影市場蘊藏著“芝麻開門”式的

寶藏，身處其中的人很難不被捲入市場漩渦。戴錦華坦言，“沒有足夠有力的內

容來填充巨大的電影工業和電影市場，尤其是上半年整個的電影市場幾乎到了

令人絕望的程度。” 

市場當然不能不依靠，但市場不應該是左右整個電影行業的唯一指標。戴

錦華一直認為讓資本邏輯來統馭文化領域一定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因為資本是

要追逐利潤的最大化。那麼電影人如何去做？中國電影如何走出令人絕望的境

地？為什麼中國一直出不了像塔可夫斯基這樣的電影大師？這都不是苛求，應

該改變。 

在掛著“詹姆斯•迪恩，切•格瓦拉，瑪麗蓮•夢露，讓•呂克•戈達爾”這些“無

音反抗”的藝術家相片的牆壁前，戴錦華接受了搜狐文化的專訪暢談了她個人的

看法。以下為訪談的上半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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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工業依然在造奇跡，但同時令人絕望 

搜狐文化：如何總結 2015已經過去大半年的中國電影市場？ 

戴錦華：我們的中國電影奇跡在繼續，產業的擴張、規模、票房的記錄在不斷

的刷新，可以用史無前例這四個字來形容中國電影市場的發展，電影史上從來

沒有這樣的先例。但與此同時問題也就更加凸顯，軟體的發展大大落後於硬體

的擴張。沒有足夠有力的內容來填充巨大的電影工業和電影市場，尤其是上半

年整個的電影市場幾乎到了令人絕望的程度。但是暑期當中的《大聖歸來》和

《捉妖記》還是給人一點希望吧，因為它們是所謂良心之作，它們在嘗試達到一

定的工業水準，同時也在嘗試附載某些正面的價值表達，在這個意義上非常絕

望的狀態還是有一線光明吧。 

 

搜狐文化：有您印象特別深刻的電影嗎？ 

戴錦華：如果從整體來看的話，今年中國電影的工業水準上在提升，今年中國

電影的年產量達到了 700 部，這 700 部還沒有包含對數量非常巨大的獨立電影

的統計。但是今年缺少像《推拿》這種令人興奮的院線電影。但是如果從包含了

獨立電影，很多小成本製作的整體電影市場來看還是有好電影的。 

 



搜狐文化：藝術電影本來的小眾屬性，同時導演可能還希望更多的觀眾走進影

院去觀看，如何來調和這個矛盾？ 

戴錦華：我基本上不同意你的描述。用商業大劇片的觀眾群體的評價來衡量藝

術電影是不公平的。我覺得藝術電影毫無疑問是小眾的，但是同時你要看到藝

術電影也是小成本、小規模的。所以它對於觀眾和市場的要求和商業大片是完

全不同的，它所要求的市場不是商業大片式的市場，它要求的票房也不是商業

大片式的票房。比如說《捉妖記》票房到了七、八億的時候還沒收回成本，當然

這也與它的一些特別因素，包括重拍因素有關。大的投資規模就要求那樣大的

市場。而所謂藝術電影要求的是一個很小的市場，現在討論像王小帥《闖入者》

所引發的矛盾，我覺得是人們在建立了一個悖謬的表述之後來指責王小帥，既

然是藝術電影你為什麼還要市場。藝術電影也是工業和市場的產物，藝術電影

當然要市場，但是它要的市場只是某一個分眾市場。《捉妖記》必須覆蓋中國的

電影市場才能收回成本。而像《闖入者》，它只需要找到它的觀眾，它的觀眾也

能夠找到它。 

事實是在當前的中國電影市場中，連分一杯羹的份額也不給藝術電影，所

以普遍出現的情況就是藝術電影排片在早上 10 點和晚上 10 點之後，甚至有些

電影的排片檔就是一天，叫做“國產電影一日遊”。這樣就造成藝術電影根本沒

有機會去遭遇它的觀眾，熱愛這些電影的觀眾也根本沒有機會進入影院去看它

們。一個健康的電影市場應該是分層的、分眾的，讓不同趣味的觀眾都能在影

院中找到他的影片。你根本沒有給藝術電影市場機會，這個市場是不健康的。 

 



搜狐文化：藝術電影有自己的觀眾，也可以獲得一定的票房，為什麼院線在拍

片時會把它們排在一個“尷尬”的時段？ 

戴錦華：其實理解起來很簡單，因為我們現在絕大多數院線同時屬於大製片公

司。這樣就形成了天然的壟斷，院線當然會推自己公司的電影，而不會推其他

公司的電影，尤其是其他公司的電影又不可能創造巨額利潤的時候。我一直認

為讓資本邏輯來統馭文化領域一定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因為資本自身的邏輯就

是追逐利潤，追逐利潤無可厚非，問題是資本的邏輯是追逐利潤的最大化。 

如果能夠有恰當的方式讓它們的觀眾找到這些小眾電影、藝術電影，它們

也能遭遇到它們的觀眾的話，藝術電影也是可以產生利潤的，但一定不是巨額

利潤。藝術電影是有利可圖的，但是是無暴利可謀的。但是當整個電影市場的

邏輯是謀暴利的時候，這些藝術電影當然就是“雞肋”。一個健康的電影市場必

須是分層的，因為藝術電影始終在整個商業工業系統當中扮演的是試驗室和發

動機，沒有藝術電影的大的商業電影的工業系統會很快自我枯竭，即使站在主

流商業電影的立場上，我也必須呼籲藝術電影，況且從我個人的趣味和我對電

影的社會功能意義的理解上說，我當然更偏愛藝術電影。 

 

中國電影製片人中心制下，導演無足輕重 

搜狐文化：導演在電影製作中佔據什麼位置？ 

戴錦華：首先導演是藝術家嗎？That is a question，因為導演作為電影真正的

作者，導演對一部電影擁有署名權，是 60 年代特呂弗的《電影作者論》才開始

被提出來的。電影作者論整體地改變了電影創作界的狀態，就開始出現了各種

不同層次上的導演中心論。 



 

特呂弗 

而在此之前，比如在好萊塢電影工業內部，導演是最可以被更替的一個角

色，他是流水線式的工業系統上的一顆可能比較大的齒輪，但他只不過是一個

齒輪或者螺絲釘。曾經在好萊塢電影當中不可更替的兩個角色是明星主演和電

影美工師，因為電影造型的一致性是決定一部影片的完整風格的基本標誌。 

很多好萊塢著名影片的導演被更換三次之多，就是不斷地更換導演。所以

只有在電影作者論的意義上，我們才能夠去討論導演作為藝術家在電影藝術中

的作用。電影作者論對商業電影造成了巨大的衝擊和改變，反過來逆推了新好

萊塢的誕生，整體地改變了好萊塢電影工業。這樣就出現了科波拉、斯皮爾伯

格、盧卡斯、馬丁•斯科塞斯等一批大導演，我們才第一次用導演來標識這些藝

術家。而今天隨著中國電影工業擴張的最大一個改變就是製片人獨大的局面開

始確立，所以今天中國電影在很大程度上是製片人中心制，那麼導演的角色，

導演的主觀意願對影片就變得相當無足輕重了。 



搜狐文化：無足輕重？ 

戴錦華：對啊。如果是製片人中心制的話，製片人的意願就變成了壓倒性的意

願，導演只是製片人的意願或者資本邏輯的執行人，所以它勢必是迎合觀眾的，

迎合市場的。但是我們也要區分為市場而製作，希望覆蓋和贏得最大觀眾的電

影和我們今天所說的爛片熱賣其實不是一個概念。 

 

“藝術電影一定是小眾”本身就是一個反歷史的敘述 

搜狐文化：好萊塢如何平衡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 

戴錦華：好萊塢的量體非常大，年產影片非常多，我們熟悉的是好萊塢類型的

電影，而且我們熟悉的是好萊塢電影當中的 A級片，我們就不知道 A級片是被

大量的B級片托起來的。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創造主題始終是情節劇，不是 action、

不是科幻、不是災難片，而是大量的情節劇。 

我們對美國的電影工業的認識是非常偏駁和片面的，研究電影史的朋友總

會說好萊塢不等於美國電影。好萊塢體制是靠眾多的分眾影片支撐著，而好萊

塢又坐落在美國電影的更大的基座上。因為美國電影這個概念遠遠大於好萊塢，

美國有個巨大的獨立電影、實驗電影、先鋒電影的群體存在。你可以說從好萊

塢工業一直在替美國電影提供後備軍、提供創意、提供人才、提供影像實驗，

你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上說，這使得美國電影文化成為一個有機整體。 

 

搜狐文化：藝術電影在歐洲也是小眾的麼？ 

戴錦華：二戰以後才出現了歐洲藝術電影這個概念，此前我們大概不會談藝術

電影和商業電影。但是即使在冷戰時代，你再看庫布裡克的電影，比如說《2001

太空漫遊》，《奇愛博士》，《發條橙》，你認為它是藝術電影還是商業電影呢？



它們都是在好萊塢主流工業機制當中製作的，但今天看起來它們依舊十足的藝

術，你今天怎麼能想像主流電影觀眾在影院裡頭忍受 8分鐘，甚至 15分鐘的黑

幕，但這是《2001 年太空漫遊》當中做的。所以我覺得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的分

層，甚至代表藝術電影的歐洲電影與以美國好萊塢為代表的商業電影這種對立

格局是在冷戰的非常特殊的格局當中形成的。 

 

《2001太空漫遊》劇照 

而且歐洲藝術電影的傳統大致地又和冷戰時期形成的歐洲新左派的文化取

向彼此重疊。隨著冷戰終結，這個結構已經不存在了。現在的情況是，好萊塢

內部也陷於一種極度焦慮和緊張的狀態，好萊塢的電影人在說現在只剩下超級

英雄系列片了，其他影片都難以為計。而同時歐洲的藝術電影也損失了他們的

觀眾，這是一個變化過程。所以當前我們說藝術電影一定是小眾的，本身也是

一個反歷史的敘述，因為在整個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我們熟悉的安東尼奧尼、

伯格曼、費裡尼、塔可夫斯基，他們的影片都是在 500 人以上的大影院放映的，

而且經常一票難求。到了 70 年代的時候，全球票房前 50 名當中還有一半以上

是藝術電影。所以我們只能說變化的是社會是趣味，而不是藝術電影天然的反

觀眾，天然的小眾，曾經它形成了一個跟好萊塢完全平行的大眾脈絡。 



冷戰以後最大的變化是我們不再相信可以改變 

搜狐文化：是不是因為觀眾的審美趣味發生了變化？ 

戴錦華：其實我的理解有一點偏向社會文化或者社會政治方面，我認為這個問

題不能從審美趣味上得到解釋。大概六、七十年代的時候，人們整體相信社會

的不合理狀態是可以改變而且能夠改變的。所以人們會去批判、去變革、去想

像，所謂 alternative，擁有另類的可能和另類的出路這種力量。所以我覺得藝

術電影的美學先鋒性、藝術先鋒性是迎合了當時社會的態度，所以它會被廣泛

地接受。 

而冷戰終結以後，最大的變化是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更

不合理的，但是我們不再相信我們能夠改變，因為當我們不認為它能夠改變的

時候，我們甚至就乾脆告訴自己說，它就不應該被改變，其實現在這種狀態是

別無選擇的。所以在這種狀態之下，所有先鋒的、挑釁的、冒犯的、批判的東

西也就整體地被拒絕。於是人們只要求娛樂，只要求撫慰，只要求值回票價，

電影就完全變成了單一的消費品。我大概是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整個世界電影格

局，或者我們可以說世界電影工業的整體墮落和中國電影現在所面臨的一個我

稱之為“架之中空”和非電影的狀態。 

 

搜狐文化：為什麼八、九十年代相對自由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沒有成

為我們的塔可夫斯基、我們的伯格曼、我們的費裡尼呢？ 

戴錦華：這個問題既是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也是一個偽問題。為什麼說它是

偽問題呢？從 80年代到今天，中國電影看上去是連續的，但是你仔細想一想，

這段歷史完全斷裂成幾段。第五代橫空出世的時候面對的非常有趣的情境，當

時是中國社會轉折的節點，是兩種體制、兩個時代遭遇的時刻。第五代一邊是



在原有的社會主義工業的製片體系內部，但另一方面，當時是整個中國的思想

文化最為鬆動，舊有的東西崩解了，而新的東西還沒有真正的形成。那是一個

真正開放的年代，無論是現實還是想像，我們似乎都擁有無限的可能性，你不

需要面對市場，嚴格意義上電影市場根本沒有形成。因為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

範圍之內的電影是作為團結教育人民、打擊消滅敵人的武器，而不是作為市場

意義上的商品，所以他們完全可以不必考慮市場，而投資全部來自政府和國家。

但與此同時，導演中心論開始影響到中國，作者電影的渴望開始在中國內部燃

燒，這些年輕人有可能充分地掌握他們自己的影片，在那樣一個特定的歷史年

代創造了第五代電影最早的輝煌。 

之後經過 80 年代的終結，90 年代的轉型，一段時間之內第五代電影人遊

移在一個非常獨特的我稱之為後冷戰的結構之中。他們大部分的影片都是國際

投資的，同時借助中國電影工業的基礎製作了一些並不打算在國內市場發行的

影片，在製片計畫當中就不是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物件的，而是以歐洲電影市場

或者歐美的小眾市場為對象。接下來以 2003 年《英雄》作為一個轉捩點，它是

中國電影工業起飛的標誌，它帶動了中國電影的製片規模和工業水準。最早引

進《獅子王》，和《獅子王》同時引進的還有國外的電影行銷模式，電影行銷代替

了我們原來的宣發概念。 

中國電影是在非常奇特的資本主導形態之下再度形成的電影樣態，各個部

分之間沒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連續性，工業規模、社會文化、導演在製片體制

當中的位置、電影的自我想像、電影的社會訴求沒有任何連續性。所以他們自

身所發生的變化並不能夠從他們本人或者中國電影內部的邏輯當中得到解釋。 



還有一點當第五代的主要創作人員得到了如此多的國際獎項，得到了極高

的聲譽之後，為什麼現在開始熱衷於拍攝一些大大低於他們自己製片水準的商

業電影？這個問題只有他們本人才能回答。因為我也很好奇，我也想問他們，

你們缺什麼？你們想要什麼？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去做？最後到底是誘惑、是屈

服、還是背叛？這個只有他們自己能夠回答。 

 

一個叫贏家通吃，一個叫多少算夠 

搜狐文化：因為有些人已經做的很出名不缺錢，可能就沒有必要捲入整個市場。 

戴錦華：今天的邏輯主導一切以後，我真的覺得就是兩句話：一個叫贏家通吃，

一個叫多少算夠。你說不缺錢，但在他的感知當中，他可能覺得缺死錢了，多

少也不夠。其實我大概也是從這個意義上去解釋《道士下山》，否則陳凱歌用得

著嘛。 

 

搜狐文化：是不是與我們斷裂的歷史有關係？ 

戴錦華：對，我們整個歷史從 80年代以來，威脅誘惑那麼大，在現代資本主義

歷史當中都非常少見。要不然就是說 to be or not to be，你不轉，不轉你就死。

要不然就是誘惑太大，我轉一轉就坐收名利，我不轉就可能貧困潦倒。 

 

搜狐文化：可能還與個人本身的追求有關係，像塔可夫斯基一生拍攝 8 部電影。 

戴錦華：但除了最後一部電影之外，塔可夫斯基的其他電影都是在莫斯科電影

製片廠拍攝的，他其實是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工業體制的保障下創作的。 



 

塔科夫斯基 

其實我們真的在想像大師的時候，除了不是在大製片廠工業系統中的作者

電影之外，同時還要考慮另外的一組大師，希區柯克、庫布裡克終其一生都是

在好萊塢的流水線式的生產機構當中創作的，但他們還是形成了鮮明的個人主

題、個性風格，希區柯克創造了驚悚片這個類型，在他之前我們只有恐怖片，

而沒有驚悚片。而庫布裡克每一部影片題材、類型、主題、風格都不一樣，可

是他的每一部作品時間越久我們越受震動。我覺得那是一個產生電影大師的時

代，而且很諷刺的是當時是文學界宣佈文學已死，作者已死的時代，而電影開

始出現作者論。所以我覺得整體上和西方文化與西方文明的錯位，以及整個的

60 年代所形成的被稱之為叫歐洲文化自我仇恨時期有關，那是歷史撞擊的產物。 

所以今天唯一還可以被西方人視為大師的導演也是屈指可數，比如說和塔

可夫斯基非常相像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同樣來自前東歐社會主義製片體制。另

外一個就是伊朗的阿巴斯•奇亞羅斯泰咪。今天歐洲自身也難再產生那樣的新浪

潮迭起，大師輩出的時代。那麼具體到中國的電影人來說，回答起來恐怕就非



常複雜。其中有歷史的原因，我們一直在我們的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當中壓縮

西方幾百年的歷史。如此的巨變，像剛才我所說的當歷史社會的結構整體出現

大的斷裂的時候，恐怕個人的生命經驗很難以自我延續。所以人大概還是同一

個人，名字還是同一個名字，而他內在的一些東西已經被改變了。 

 

時間是一個人類自我奴役的標誌 

搜狐文化：時間是客觀的，人類來感知時間更多的是通過時鐘來確定，給時間

命名，但時間本身可能並不是一維的。時間又是主觀的，某個時間點擁有特別

的意義，例如 1984,1949，這還會牽涉到能指和所指的問題。您如何來理解把

握時間？ 

戴錦華：首先時間不是自然的，時間是現代發明，鐘錶就切割了我們的生命，

八小時工作制，朝九晚五，公共假期這些都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是前所未有的

一個人類自我奴役的標誌。因為在現代社會之前，人們對時間的理解不是這樣

的。另外時間是我們今天所有知識的基礎，就是福柯所說的“知識型”，知識型

是建築在一種時間觀之上。而這種時間觀就是人類短促的從生到死的過程。所

以今天我們談論時間，我們談論的是人生不滿百，我們談論的是一個從生到死

的過程，我們談論時間是在談論向死而生。 

如果我們對照宇宙時間，人類時間相當微小。可是今天我們是以人類時間

作為所有知識能夠建立起來的一個基本尺度和標準。所以我覺得人類時間對我

來說是一個反思物件。最近我一直強調，作為一個批判知識份子，你在批判資

本主義的同時如果不批判現代主義，你的批判本身是沒有太大價值的。因為現

代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價值支撐，但它又是一個大於資本主義的概念範疇。

所以當你反思現代主義的時候，你同時就要回到你全部的知識自身。這個時候



你不僅要討論經驗，因為經驗本身已經被編碼，你同時還要討論難以被編碼的

體驗。這是我的基本時間觀。 

搜狐文化：您今年開設“科幻電影”課程，科幻對您的時間觀有什麼影響？ 

戴錦華：我最近為什麼去討論科幻？為什麼重新試圖碰一碰新技術革命？因為

大概近二三十年來來，人文社會科學之中出現了一個相對新的領域叫做後人類

主義。 

後人類主義的產生脈絡非常之多，我們只說跟時間相關的這一部分。後人

類主義包含了對賽柏格（英文 cyborg 音譯，指機器化生物）的想像，一方面

是基因工程、生物學革命，另一方面是數碼轉型，賽柏格是這兩大文明連接點

的突破，恐怕其最大的意義在於再一次打開了人類戰勝死亡的期待。 

死亡是不可戰勝的，所謂戰勝死亡就是延長生命和創造不死。所以一旦某

些人以某種方式使人類的有效生命大大地被延長以後，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今天

所有的知識都必須被重新改變。因為關於人的定義是各不相同的，只有一點是

永不改變的，就是死亡反身對於人類的定義，死亡反身定義了人。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時間觀正在被挑戰。 

 

歷史重新歸來其實是向我們清晰地勾勒出“現在” 

搜狐文化：您曾經提到“歷史不是關於過去的，歷史是關於未來的”。大家比較

熟悉的是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您的觀點跟“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有

什麼聯繫嗎？ 

戴錦華：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和本雅明的“歷史是勝利者的清單”是我

的兩種比較基礎性的歷史觀。我之所以會說歷史是關於未來的，不是關於過去

的，也正是建立在“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基礎上。 



我之所以說歷史是關於未來的，因為任何一個歷史講述只有在未來的願景，

未來的可能性和未來的縱深的意義之上，我們才可能去體認曾經有過的歷史。

我有一個很有趣的生命經驗。我接受基礎教育的時候，歷史是農民起義的歷史，

不是唐宋元明清的歷史，是馬克思所謂的“一切人類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統馭下纂寫出來的一部新歷史。 

當我大學的時候，歷史恢復為正常的歷史，但是當歷史恢復為正常歷史的

時候，我們也就在喪失我們的歷史。80 年代關於中國歷史的描述就是歷史迴圈

的超穩定結構，相對于始終在進步的線性發展的未來文明，歷史迴圈是沒有進

步的。那個時候，我們對於歷史的想像是魯迅式的“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

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這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

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狂人日記》）

它是一個被空間化的鐵屋子式想像的，生命創造力和思想都被囚禁在一個“萬古

長如夜”的歷史想像空間當中。但很有意思的是，包括政府的清史工程，美國中

國學對中國的反身影響，我們突然開始再次體認到中國的歷史綿延中的縱深感，

體認到這個所謂漫長的中國封建歷史內部巨大的差異性。這種經驗本身讓我體

認到歷史是關於未來的。 

中國建立完全新的歷史，是我們設置了一個從低級到高級，從階級社會到

非階級社會進步的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而後我們重新建立了一個現代主義的歷

史觀，中國突然就變成了一個沒有未來縱深的國家，因此我們的歷史縱深也就

完全喪失了。但是一旦中國崛起，中國開始加入到整個全球經濟的大格局當中

的時候，我們就再度贏回我們的歷史，甚至我們還發現了我們歷史的獨特性。

我記得 80 年代的時候我們熱衷於講中國算什麼文明古國，我們無法和其他文明



古國相提並論，因為在人家已經輝煌璀璨的時候，我們還處在一種完全無名的

混沌之中。而今天我們發現原來我們的歷史是連續的，而瑪雅歷史中斷了，埃

及人消失了，只有我們這樣一個完全非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的，非語音中心主

義的，而是以象形文字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共同體一直在延續，戰爭、災難、王

朝更迭都沒能改變我們的歷史。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歷史重新歸來其實

是向我們清晰地勾勒出“現在”，當然它不僅指中國現在的國際位置，中國的經

濟發展勢頭，它同時勾勒出在現代文化當中，中國的自我期許，自我描述和自

我定位。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大失敗之後的世界現實 

搜狐文化：您曾經提到“如何讓歷史在場？怎樣去選擇歷史在場？”歷史在場與

否是可以主動選擇的麼？ 

戴錦華：我所謂的讓歷史在場的表述主要針對的是冷戰終結、世紀之交，世界

性的文化狀況和文化症候。現在後冷戰也成為過去的時候，我覺得在世界範圍

內，歷史縱深感消失。歷史縱深感的消失有一個非常具體的形而下的政治意圖

——抹除 20 世紀，把歷史重新接續到 19 世紀，把現實的政治、文化、結構、

邏輯重新接續到 19 世紀。因為 20 世紀是極端、革命、戰爭、災難、變革的年

代。從今天反觀 20 世紀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個年代是歷史的例外，它創造了前

所未有的邏輯、潮流、生命形態和價值觀念。我會用大失敗來形容 20世紀，大

失敗可以是指國際工人主義運動的失敗，社會主義陣營的失敗。我同意德國電

影導演施隆多夫（1931-）的說法，這是全人類的失敗。因為 20 世紀另類的實

踐本身是對人類 200 多年來的烏托邦夢想的實踐。所以它是整個人類去尋找另

外一種可能性遭到挫敗的結果。 



 

施隆多夫 

現在我們面對的是大失敗之後的世界現實。在大失敗之後，我們需要忘掉

那個夢想的年代，審判是第一步，最好把它抹掉，我們才能夠重新接受這場偉

大的社會實踐之前的全部的社會邏輯。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歷史性的實施，

我們歷史性的面對歷史縱深的消失，所以我說在這個時候召喚歷史在場，準確

地說是召喚 20世紀的歷史重新成為我們今天歷史的有機的組成部分，成為對我

們今天現實有效的闡釋。我大概是在這樣一個意義上去談歷史的在場。 

從另外一個角度，這個問題變成了一個在世界範圍之內，尤其是在中國非

常重要的問題，我們面臨著由一個由生物學革命和數碼轉型帶來的現代文明的

臨界狀態。它正在整體地改變著人類社會乃至於人對自身的理解與想像，線性

時間的碎裂，歷史的碎片化和空間化就像，就像穿越劇式的典型症候，歷史像

是平行存在的空間，我們只需要借助某一個缺口就可以進入到任何的歷史空間

當中。所以我覺得我們在面臨這樣一個整體性的文明臨界的變化的時候，一種

歷史意識就以不同尋常的重要性開始凸顯出來，這是我在另外一個意義上呼喚



歷史在場。也許我站在了極端保守的一邊，但是我至少覺得我們必須完成這樣

一個債務清理和遺產繼承的工作，我們才能夠迎接文明臨界的到來，我們才能

嘗試去面對一種可能完全不同的世界狀態。 

 

本文原載於 2015年 11月 19日搜狐文化，戴錦華老師授權轉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