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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如何去清算“20 世紀大失敗的歷史”？如何面對現實問題並且重拾貼身肉搏

的勇氣和能力？戴錦華講到，“不是黑和白之間的選擇，在黑和白之間有無限豐

富的灰色的光譜，那個才是可能性之所在。” “在勝利者的歷史當中去重新展示

失敗者的邏輯，而不是站在勝利者的角度去書寫失敗者的必然失敗。” 

  關於知識份子，左拉的時代已經確定，當你挺身走上社會舞臺以弱對強，

聲張社會正義的時候，你就是知識份子，而當你不這樣做的時候，你該是什麼

身份還是什麼身份。 

  犬儒、標籤化、身份政治可能帶來道德自戀，需要反思和警惕。以下是戴

錦華接受搜狐文化專訪文字稿下半部分全文： 

 

戴錦華 



嘉賓介紹：戴錦華，1959 年生於北京，從事大眾傳媒、電影與性別研究。任教

于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兼職教授。出版著作《浮出歷史地表--

現代中國婦女文學研究》（與孟悅合著），《電影理論與批評手冊》，《霧中風

景》，《昨日之島》等。 

 

在勝利者的歷史當中去重新展示失敗者的邏輯 

搜狐文化：您剛才也提到首先對 20 世紀歷史需要審判、清算，但好像現在還沒

有走出這一步。 

戴錦華：審判已經完成了。今年暑假我去俄羅斯開會，俄羅斯國家博物館沒有

20 世紀的歷史。這確實讓我非常驚訝，本來我很好奇今天的俄羅斯人怎麼講述

蘇聯的歷史，結果俄羅斯國家博物館當中的歷史到 19 世紀為止，20 世紀蒸發

了。這本身表明了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巨大的困境——他們顯然是沒有辦法講述。

今天俄羅斯人會把俄羅斯重新勾勒成一個東正教和沙皇雙頭鷹下的一個古老國

家。但是從伊萬雷帝到彼得大帝，他們都有一個巨大的爭霸野心。從這個意義

上說蘇聯實現了這些夢想，為什麼反而這段輝煌的歷史從俄羅斯的國家歷史當

中消失了？因為使得俄羅斯成為世界兩大帝國之一的歷史邏輯，有異於我們曾

經有過的和今天有的歷史邏輯，所以沒辦法把它納入到歷史當中。我覺得這個

事實本身正是審判，因為 20世紀已經被抹除了。 

但是我所說的清算是在遺產繼承人的意義上，每一個 21 世紀人都是 20 世

紀的遺產繼承人，遺產繼承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債務清理，不清理債務就不能

啟動遺產。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我們還有責任繼續作為 20世紀的債務清算

者，但我們清算債務是為了啟動 20 世紀的遺產。 



搜狐文化：如何去清算 20世紀的歷史？ 

戴錦華：這是我們的幸運同時也是我們的責任。因為當有些人沒我們這麼幸運，

或者他比我們幸運，因為你被封閉在一個不變的社會結構的時候，你就喪失了

用完全不同的視點、標準、位置去看待歷史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經歷了如此多

的不同時期，每個時期的價值、生活方式如此不同，使我們有機會知道強大的

歷史之手的書寫怎麼樣把每個人形塑而成，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責任成為

歷史債務的清理者和啟動者。 

“歷史是勝利者的清單”，對我來說我拒絕加入到審判失敗者的行列，不是

因為我認同失敗者，而是因為審判失敗者太便宜了，太廉價了，太無聊了，而

且會有太多人蜂擁而至審判失敗者。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更應該在勝利者的歷史

當中去重新展示失敗者的邏輯，而不是站在勝利者的角度去書寫失敗者的必然

失敗。這一點也是我認為我們留給未來的一點小小的東西，讓人們知道曾經有

個不同的邏輯，不同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未必不是未來的可能性。 

搜狐文化：中國在如何清算 20世紀的歷史？ 

戴錦華：很長一段時間之內我們在文化藝術書寫當中，就試圖把我們的歷史直

接接續到 30 年代，減去中間的所有的段落，曾經我們也把中間的段落描述成一

個非現代的、黑暗的、混沌的、暴力的年代。但是從這個角度上看，大概這就

是和俄羅斯歷史的一個最大的不同，大概近幾十年來主流文化或者官方文化的

一個最強有力的努力就是如何回收那段歷史。 

回收那段歷史經常被認為好像要重回那個時代的歷史邏輯的努力，其實在

我看來完全不是。重新回收那段歷史的努力剛好在於要消化掉那段歷史當中的

異質性，用一種同質性的邏輯去使那段歷史重新獲得有效性和合法性。今天我



們的歷史再次成為連續的歷史，在電視劇當中，50-70 年代甚至包括文革都可

以再次進入到電視劇的情境之中，是因為我們在現代化的邏輯當中解釋了那段

歷史，抹除了那段歷史當中的所攜帶的冷戰中的異質性文化和價值取向。這也

是和俄羅斯很不同的方式，顯然俄羅斯還沒有建立一種消化掉蘇維埃聯邦的異

質性的那種能量，以致俄羅斯的那段歷史仍然就被遮罩掉。 

 

二元思維是我們面對現實的無能 挑戰想像力的時代 

搜狐文化：二元評價體系影響太深，左右，好壞等等都是評價人的最直接方式。

如何來打破集體意識中的二元思維？ 

戴錦華：我覺得你對這個問題的表述形式基本是今天知識界一個主流認識的樣

態。我覺得有一點偏狹了，因為二元論的形而上學本身是歐洲哲學傳統。但是

更具體地說我曾經也認為這種黑與白，善與惡，是與非，爭議與邪惡，光明與

黑暗，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是典型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尤其在文革之中，對

此我曾經非常厭惡和拒絕。直到後來我發現首先這不是中國獨有的，也不是社

會主義意識形態獨有的，它是冷戰格局下的冷戰思維創造強化的一種非此即彼、

非敵即友、非善即惡的意識形態。當時我們都非常熟悉毛澤東講的“誰是我們的

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路線鬥爭問題上沒有調合的餘地。”後來我非常驚訝

地讀到雷蒙•阿隆，他是冷戰時代所謂右翼自由主義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說

“我們面臨這樣一個時代，凡是不支持我們的就是我們的敵人，在今天的世界上

沒有任何灰色地帶”，我最早是在英文中讀到這句話的，兩句話連句法都很像，

那時候我才意識到這是冷戰時兩大陣營對峙下的冷戰思維。 

冷戰一方面是兩大陣營的對抗，主要集中在意識形態和文化上；而另外一

方面冷戰的衝突和對抗其實更多表現在每一個陣營內部，比如在美國的非美活



動委員會極端的思想檢查和思想控制。在蘇聯發生清黨這樣最慘烈的事情，再

比如文革發生的很多慘劇。冷戰的殘酷更多地發生在某一個陣營內部，陣營內

部不斷地甄別敵人。   

在今天世界面對的後冷戰世界現實，高度全球化的現實當中，一方面我們

看到的是高度被整一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娛樂方式，但另一方面今天世界

整體性的出現一個原子化、碎片化的格局。作為一個做文化的人要真實地面對

處理這種格局，恐怕這種善惡是非式的二元對立是絕對不夠的。 

 

 

 

 

 

 

 

 

 

 

 

 

 

雷蒙阿隆 

  比如說敵友的關係是很難劃定的，因為每一次界定，你都得確定站在哪個

位置上，你依據什麼？面對什麼？對什麼發言？今天是一個挑戰思想能力、挑

戰想像力的時代，所以我覺得哪怕僅僅是在學術領域當中，我也在呼喚想像力。

因為所有這種被網路所強化的，動輒就站隊劃線的模式，甚至有時候問題與站

隊劃線毫無關係。這件事本身就是一種悲哀，我倒不覺得它僅僅是歷史的債務，

它同時是我們面對現實時候的無能。 



搜狐文化：如何在破碎化中保持想像力？ 

戴錦華：重要的一點就是保持感受力，打開感受力，保持好奇，不試圖以所謂

理性的名義放逐情感。一個時代、一種文化、一個社會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在形

態結構。你怕什麼？你愛什麼？你恨什麼？本身的嚮往是什麼？這些都是被形

構出來的。對我來說就是保持不試圖去放逐情感性，在面對和處理自己情感的

時候不讓任何的意識形態、價值判斷和理性邏輯先在地進行決定。 

另外一方面就是高度自覺地保持真誠，保持真誠首先是真誠地面對自己，

就是無論曾經形成什麼樣的立場，都要面對自己的體驗、感受和情感，然後試

圖去向自己解釋自己的情感、體驗、感受和情感。 

 

學科化是對 60 年代學術的反動 我們根本不知道現實是什麼 

搜狐文化：在當前學術的風氣中，如何來抵抗集體慣性？ 

戴錦華：大學內部的問題一方面跟剛才所說的電影狀態其實非常相近。中國崛

起的速度太快了，我們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完成了西方世界用幾百年所完成的從

實物經濟到貨幣化和貨幣的資本化這樣一個過程。西方世界是在一個漫長的過

程中完成金融經濟巨大泡沫化的過程，我們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完成，結果就

造成了“不差錢”，“金錢湧流”的狀態。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大學當中的“君子固

窮”，“寂寂寥寥揚子居，年年歲歲一床書”的自我想像和自我指認還是存在的，

但是突然之間太多的錢湧出，並不是說它喚起了大家心目中的貪婪，而是變成

了需要消耗這些錢，就變成了一個本末倒置的狀態，本來我們要用這些錢去達

成一個學術目，但是最後這些錢高於我們要達成的學術目的，把這些錢花掉變

成了一個更重要的、更急迫的和更現實的事情，因此造成整個學術生產狀態的

混亂。 



  另外一個問題是在全球範圍記憶體在的專業化。我認為學科化、專業化本

身就是對 60 年代學術的反動，60 年代在大學內部創造的就是對學科壁壘的跨

越。而現在是學科分工的細膩化、專業化。七八十年代中國剛好是一個一切都

要打開的一個時期，而今天面對如此強大的學院體制和資料化管理系統，個人

的反抗真的是很無力。 

搜狐文化：是想像力被束縛了麼？ 

戴錦華：想像力是問題的一部分，更大的問題是我們喪失了面對現實問題並且

去貼身肉搏的勇氣和能力。很可能我們根本不知道現實是什麼。 

搜狐文化：國內學界很容易陷入對國外某位學者的推崇甚至崇拜，像福山，史

景遷，齊澤克等。除了國外學者本身的能力，國內學界對於國外學者的相對陌

生化，某種崇洋心理的遺留，都是造成某個領域對於國外某人的特別推崇。這

樣造成的結果是，國內學術圈很難真正與國外同行進行交流討論，甚至出現某

種程度的不思進取。 

戴錦華：二戰以後整個西方學術發展都是被法國的理論生產所左右，法國輸出

理論，美國中轉包裝，然後行銷全世界。今天法國的大師大部分都已經仙逝了，

法國理論已經基本上處於不再能夠繼續生產的狀態當中。那麼實際上包括中國

學者在內，全世界的學者要真實地面對問題和回答問題。平等對話的現實結構

性條件已經存在了，這個時候每個人就要自問，你要不要做這件事？你能夠以

什麼方式來完成這件事？這個時候已經到了，已經成熟了。 

  媚外心理的整體存在還是一個問題，但是你剛好列舉的這三個人，我覺得

不是媚外能夠解釋的。因為福山非常特殊，《歷史終結與最後的人》這本書在當

時世界範圍內的影響之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德里達還在世的時候專門寫了



《馬克思的幽靈》這門書來回應他，他先說這本書（《歷史終結與最後的人》）不

值得回應，可是它的影響如此之大又必須回應。福山剛好是在冷戰終結、後冷

戰蒞臨的關節時刻，很多人都處在失語狀態的時候，他是第一個站出來做了一

個整體性的社會描述，所以這是一個特殊的歷史現象。 

  史景遷也是個案，因為 90 年代之後中國開始學科化，整個的人文社會科學

在發展，但同時我們在面對現實和歷史時感到無力，完全不知如何鍥入？這個

時候史景遷提供了一種敘述歷史的方式——將歷史進行微觀化、編年化。他給

處於在瓶頸和思想困頓當中的中國學術生產提供了一個大出口，所以他有這麼

大的知名度。 

  而齊澤克根本是學術界的流行文化，我經常跟我的學生開玩笑，我說齊澤

克早期的作品，特別是他用塞爾維亞語寫的作品當中是有真知灼見的。但是後

來齊澤克每年一本甚至兩本的著作都可以當做閒書來讀還是非常有趣的，中有

趣之中也會有所收穫，但是不必正襟危坐地來讀齊澤克。 

與此同時相對晚進來的西方思想大師根本就沒有引起任何重視。所以我覺

得媚外作為一種整體的社會心理仍然是很嚴重的問題，但是可能具體到學術界

來說，最大問題不是媚外，而是在於我們能不能夠越出學術內部的種種流行和

歷史的偶然所造成的風潮，真實地更系統性地去把握冷戰、後冷戰，即面對後

冷戰之後的西方學術思想，並且嘗試和他們對話。 

當你不伸張正義的時候，你根本就不是知識份子 

搜狐文化：當前語境的變化，知識份子的語義發生了些許的變化，衍生出了更

多的貶義，加上受眾心理的變化，知識份子當前應該擔當什麼樣的責任？如何

發聲，如何沉默？ 



戴錦華：對我來說知識份子是個歷史概念、功能概念。作為歷史概念它有幾個

源頭，一個源頭就是控訴，“雷德福斯案件”中的左拉（法國作家左拉在“雷德福

斯案件”中寫下《我控訴》），從 19 世紀末期開始包括十二月黨人在內反抗的民

粹政治改革運動中出現的一個概念，按照法國知識份子史學家的觀點，控訴這

個概念二戰結束以後就死亡了。我比較贊同一位美國女性主義科學家的說法，

當生物學革命把最早的轉基因產品從克隆生命推到轉基因產品再推向市場的時

候，已經詔告了另外一個轉基因的出現：大公司與大學之間的轉基因。每一個

現代高科技尖端產品都是大學實驗室和大公司資本及其品牌的結合，本身就是

個轉基因產品。在西方現代歷史當中建造的“大學作為一個象牙塔，大學當中的

個人作為知識份子”的這種狀態其實已經不存在了。我們罵知識份子或者呼喚知

識份子，其實都是想像還有“控訴”概念上的知識份子存在，因為社會生態已經

被變了，所以“控訴”概念上的知識份子早就死了。 

  從功能意義上我一直強調知識份子不是一個身份，讀多少書都不能代表你

是知識份子，只能代表你是學者 scholar。因為知識份子 intellectuals 是個

功能概念，左拉的時代已經確定，當你挺身走上社會舞臺以弱對強，聲張社會

正義的時候，你就是知識份子，而當你不這樣做的時候，你該是什麼身份還是

什麼身份。所以在這個功能意義上，可以討論為什麼今天沒有這樣的人出來履

行功能，而不要去說知識份子怎樣了，知識份子在哪裡。這是我的一個基本態

度。但是總的說來，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文社會學者們仍然應該自覺地成為

社會正義、社會良知、社會公正的一種聲音。應該天然更緊密地連接著弱勢群

體，而不是天然地聯繫著強勢集團，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不認為這是崇高，

我也不認為這是理想，我認為這是本分，我們有待宣導、有待生長、有待集結。 



 

左拉 

搜狐文化：當前往往會出現滔滔不絕或者沉默不語，兩者都不是在合適的時候。 

戴錦華：大家都在喋喋不休，滔滔不絕但是啥都沒說，啥都不說，說的完全是

陳詞濫調，這就是滔滔不絕的失語。“沉默與發聲”本身是 19 世紀的一個命題。

因為沉默與發聲的抉擇其實要求兩個前提條件，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要有一個關

於社會正義和非正義判斷的共識，當社會對這個問題有共識的時候，我們看到

邪惡和非正義開始欺淩正義和弱小的時候，我們就有可能去作出選擇，在這個

時候沉默是可恥的。 

但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是整體的“象徵體系的坍塌”，你心目中的正義可能

剛好是我心目中的非正義。所以這時候就會出現一種情況，你認為在挺身抗暴，

在沉默處發聲，而在另外一邊看來在權利的意義上你是在助紂為虐，在描述現

實的意義上你做出了一個完全錯誤的指認。這是一個完全非 19 世紀式的生態，

我大概不會用悲壯或悲情去想像沉默和發聲。現在的問題在於自媒體時代人人



都在發聲，大聲疾呼非常勇敢，但是在說給誰聽？有人在傾聽嗎？通過什麼途

徑到達所抗議的對象？而現在我們還是在有強勢暴力機構和弱勢言說者之間的

社會共識的情況下的悲情想像，這種悲情想像在今天中國其實非常有效，但是

這和今天整個中國面對的社會現實以及面臨的問題有巨大的錯位。 

這和我為什麼用“想像力”有些語言不詳的詞有關係，因為一方面不要滿足於曾

經有過的知識結構、闡釋路徑、歷史經驗，但是我們怎麼能夠走出一己的歷史

經驗、歷史結構、語詞系統、生產方式，去面對這個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陌生

的事實？可能單純有勇氣已經不足夠，因為如果有勇氣而沒有能夠正確認識現

實的話，那真的可能剛好變成對自己初衷的背叛。 

 

“大眾”要麼是一個結構性的虛構，要麼就是一個巨大的沉默所在 

搜狐文化：從您的觀察來看，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戴錦華：如果我能夠清晰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就成大師了。在我的一生當中大概

這兩三年來我是最沒有把握的，我以前總是有一個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整體把握。

但是這兩三年來一切變化得太快了，比如說當我們還在討論實物經濟貨幣化的

時候，中國已經加入全球金融資本進程中。這個變化是中國創造出來的奇跡呢，

還是蘊藏了太多的危機？我真的沒辦法判斷。 

我就嘗試去從我可能有的各種各樣的角度和路徑去逼近它，不斷否決比如自己

曾經形成的判斷，或者補充自己的判斷。這些年我研究電影比較多，一方面是

因為我沒有整體的判斷，所以就不能夠在整體宏觀意義上去把握一些問題，但

另外一個方面我覺得電影作為中國奇跡的一部分，作為工業、商業系統，同時

它又試圖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系統，所以我覺得電影是一個很好的路徑。同時我



也繼續跨出去關注社會科學的所有研究成果，如果可能的話我就自己參與調查。

當然不是用他們的學科方法去處理，我更多希望獲得這種身體經驗、生命經驗，

來補充我自己的相對來說抽象的思考，慢慢地去接近。 

搜狐文化：抵抗流行、抵抗大眾還容易陷入另一種邏輯，就是為創新而創新，

會不會有這種擔憂？ 

戴錦華：首先我不覺得我是在抵抗大眾，因為所謂大眾要麼就是一種結構性的

虛構，要麼就是一個巨大的沉默所在。我一直在說我拒絕悲情，對我來說悲情

就是去歷數敵手的不義，但是敵手的不義並不天然賦予你正義，你的正義要你

自己去建立、去實踐、去表達。 

在冷戰結構的時候很難創造第三個位置、第三條道路、第三種可能性。而任何

的二元結構一定是暴力結構，事實上都壓抑了第三元、第四元。我所取的位置

是把第三元、第四元先引出來對抗二元結構，當第三個因素存在的時候，二項

結構就被瓦解掉了。這是我的基本態度，我認為不可能有單純的二項結構。所

以我的工作去發現被二元結構所壓抑的元素、事實、力量。但是我也不以消減

二元結構作為我的目的，當我發現了第三元、第四元存在的時候，某一種歷史

的或者現實的真實結構就會浮現。 

這樣就會有一些可能性浮現出來。我也拒絕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擇其善者而從

之”，一個人文工作者不能這麼做。除非你真的面臨某個歷史時刻，或者某個非

常真實的情景，而且正義和非正義是真切的或者是有意義的時候，你可能真的

要作出抉擇。但是作為思想工作，我認為根本不可以做這樣的選擇，你做這樣

選擇的本身就是對於既定的強勢結構的加盟，剛好相反應該去打破這個結構顯



現可能性。不是黑和白之間的選擇，在黑和白之間有無限豐富的灰色的光譜，

那個才是可能性之所在。 

 

標籤化是一種社會暴力 今天是主義分外無力的一個時代 

搜狐文化：怎麼看您自己的身份，或者說別人給您貼的一些標籤，包括女性主

義者、現代主義者等等。 

戴錦華：標籤這個詞本身已經說明了它是分類的明細化，它也一定是簡單化的。

把他人標籤化本身就缺乏真誠和善意，比如說我是個女性主義者，沒問題我真

的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同時我還有太多的身份和現實都不是主義能夠概括的。

所以當人們把你標籤成女性主義者的時候，就把你標籤為比如說張牙舞爪的、

仇恨男性的、處處挑釁的，這是一種女性主義者；還有一種女性主義就是性解

放的、隨意的。所以我覺得標籤化本身有時候是一種社會暴力。標籤化有時候

是思想懶漢，因為標籤化的定型化想像太容易了。什麼主義者就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今天面對的是主義分外無力的一個時代。 

而身份本身是一個很真實的問題，一方面就是英文中所講的 Identity，同

一性，這本身已經包含了有機，要建立同一性是要建立一種有機體，所以身份

原本應該成為對標籤化的對抗。但是今天的身份經常是比如職業、標籤，剛好

把標籤變成一種分裂的、扁平化的、單一的描述，和身份這個概念本身有衝突。 

所以我很難回答我的身份。我記得 2003 年去日本做系列講座，本來我的講

座只是講中國電影，但是我發現我被很多的標籤釘死了，比如中國女性主義學

者。我當時就對每一個標籤作了定義，每一個標籤在偏見定型化想像當中意味

著什麼？對我意味著什麼？最後我先發了這個 introduction 介紹，結果在日本

學者當中引起了特別大的轟動，好多女性學者講她們第一次覺得女性主義被打



開了，原來女性主義還可以處理女人之外的問題。這也是我自己對於身份的回

答。但是我覺得身份在今天更大的一個問題就是身份政治，身份政治成了今天

世界上唯一有動員力的形態。但是這個身份政治本身極端的粗暴，在身份下面

有多少東西被壓掉？所以我覺得在今天身份政治恐怕只是一種強大的民粹動員

方式，今天反思和警惕身份政治也是一件特別緊迫的事情。 

搜狐文化：如果是標籤沒了，想像力是不是就可以打開了？ 

戴錦華：不能夠沒有標籤，標籤屬於分類學，分類學是現代科學的基礎，但標

籤並不是標籤化。如果標籤我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那並不是我的全部，所以

我是覺得標籤化才是問題。 

搜狐文化：被標籤化盯死了？ 

  戴錦華：標籤化主要是封閉。如果我們意識到 Identity 本身是同一性，而

今天的世界面臨的是同一性的碎裂，我們就可以明白標籤化和身份政治的問題

是什麼。因為同一性在被撕裂，社會的整體象徵秩序在破碎。 

  在這種情況下，把身份作為一種標籤化的手段，那麼就會離現實越來越遠，

離真實面對的社會問題越來越遠。有時候身份政治和標籤化本身就是無能的表

現，但有的時候也是社會行動無力的表現。從文化層面上看我們今天面臨的最

大問題不是馴順，而是犬儒。犬儒就是把問題簡單化，通過標籤化、身份政治、

悲情政治來獲取一種巨大的道德自戀。 

  在道德正義感中就會和最初想去面對的社會問題，以及想去參與的社會現

實完全無關了，就會生活在一個假想的世界當中。所以我會說拒絕悲情，是因

為我不想用我的敵手來定義我自己，我必須自己定義我自己。可能在很多時候



我分享了我的敵手的觀點、立場和事實，但是我認為拒絕悲情也就是拒絕簡單

化、拒絕自我封閉、拒絕抱團取暖、拒絕道德自戀，就是你沒什麼了不起的。 

 

切·格瓦拉 

搜狐文化：您怎麼來看待死亡？ 

戴錦華：對個體生命來說，死亡就是終結。我們對死後世界的認識是人類全部

認知行為的起點，但是我們半步都沒有推進。我們對死亡完全無知，所以人類

是唯一的一種動物，它預知死亡，但是始終不能接受死亡。我過了 50 歲以後已

經把死亡作為我的命題，我希望我能夠做的好一點，不至於落入那個越臨近死

亡越貪生怕死的套子當中去。 

搜狐文化：謝謝戴老師，耽誤您這麼久。 

戴錦華：謝謝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