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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威：戴老師好！第一個問題，前幾天我讀到一個材料，談到蘇聯的科幻作家曾想像俄國革

命百年的時候，也就是 2017 年，蘇聯社會和人民生活會是什麼樣的。很反諷的是，其中科

技上的暢想基本都實現了。但是沒有想到的是，蘇聯不存在了。我們都知道霍布斯邦把 1914

年一戰爆發到 1991 年蘇聯解體這七十七年稱為“短二十世紀”，對資本主義而言，我覺得二

十世紀是其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世紀，因為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好像資本主義最終戰

勝了所有的敵人，而且全世界的人們都忙不迭地審判失敗者，比如 2015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

主是紀實文學家阿列克謝耶維奇，她的紀實文學描寫了蘇聯社會中各種各樣的大問題。那麼，

您覺得面對資本主義的全球胜利，同時伴隨而來的數碼轉型時代的發展，包括 AI 技術，資

本主義彷彿被注入了強心針，在這樣的現狀下，我們怎麼面對社會主義失敗的歷史？ 

 戴錦華：我認為這一次迸發出來的科技革命——突出的是基因工程和數碼技術，已然改變

了我們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的前提和參數。這一次的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的全面

突破和普遍應用，已然突破了現代性規劃的諸多限定性前提。面對這樣的事實，你可以說二

十世紀終結、資本主義全面獲勝且漸入佳境，但是也可以說，這一突破，同時開始撕裂或威

脅資本主義世界。至少，它正以加速度的方式、無可迴避地突顯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

和結構性問題。冷戰終結，祛除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威壓之後，資本主義“返璞歸真”，繼發

的正是全球性的、愈加急劇的貧富分化。如果說，富人與窮人，是資本主義、乃至階級社會

的基本事實，那麼“新”的變數是，幾乎完全由大資本掌控的新技術開發與應用，正在新一

輪的財富洗牌中，加固、濃縮著壟斷、世襲的資本、財富結構。更重要的是，AI 技術的突破

和廣泛應用，正在迅速地改寫並擴張著“自動化生產”的概念和事實；於是，它便持續地在

整個世界製造著數量激增中的“棄民”——結構意義上的絕對剩餘勞動力，資本主義經濟學、

統計學意義上的多餘人。曾經以勞動力密集型生產而在全球資本主義階序和鏈條的低端充當

著必須的功能角色的第三世界，正在喪失其曾有的價值和意義；而在發達國家，這迅猛的淘

汰過程，甚至越過了藍領社群，開始全面衝擊中產階級，甚至是某些中高層的特權職業：新

聞記者、諮詢律師、種種經濟師……但問題是，當如此眾多的地區和如此高的人口比例正在

或即將成為棄民的時候，全球資本主義便同樣開始流失其戰後由消費主義所牽引的慾望和消

費的動力機制，資本主義在戰後創造的巨大的消費者人群正在持續縮水中。因此，最樂觀主

義的說法是，資本主義自身已經達成了共產主義的基本條件：物質財富的湧流、異化勞動的

消失；相對於今日資本主義，急需解決的問題只是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我無法認同這一說

法，首先在於全球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僅表現在無法經由經濟手段解決的社會矛盾之上，而

且表現為生態災難和能源危機。事實上，早已存在並不斷“加盟”棄民群體的，正是戰爭難

民與生態難民。不錯，要解決全球性的貧富分化，或曰結構性貧窮，要安置新技術所造就和

擴大的全球棄民，經濟學家們提供的解決方案：無論是全球稅收制度還是全球最低收入保障，

都先在地要求世界政府的出現，要求強有力的非資本力量的整體掌控，非此，難於保障今日

世界不陷於崩潰，惟此，才能維繫現代世界的生產結構繼續運行。然而，眾所周知的是，現

代資本主義自身是建立在階級、種族制度和民族國家體系之上的，因此，其中不可能自發地

產生全球政府或類似社會主義的福利保障制度。也正是在這一危機與解決方案的意義上，俄



國革命再度顯現了它的當下意義。我以為，對於今日現實，俄國革命的意義不再是在一國之

內首先發生無產階級革命，或者說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上尋找突破，創造一個不同資本主

義的政權與發展道路。今天，俄國革命的啟示是，在完全沒有先例可援引的情況下，去創造

不同的可能性，去尋找人類的解決方案。否則，我們所面臨的危機無疑是全球性的，而且蘊

含著毀滅性的力度。 

滕威：所以就是說，二十世紀或者“短二十世紀”這種所謂失敗的歷史，不一定會延續到二

十一世紀，您的看法還是相對樂觀。 

戴錦華：無所謂悲觀或樂觀，我認為十月革命對於今天的意義不在於類似的事件是否再次發

生，而是俄國革命留給我們的歷史啟示意義。我們不僅是在歷史層面上理解或在認識俄國革

命，也並非期待著它以同樣的方式在世界其他地方發生，而是在今日資本主義整體的結構性

的危機，或者說資本主義的高峰與自我解體的意義上重提俄國革命。十月革命的意義，因此

顯現為齊澤克所謂的：在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創造馬克思主義。在歷史唯物史觀的意義

上，這無疑是歷史的要求。 

 

滕威：第二個問題是，今年是俄國十月革命一百週年，按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但是

到目前為止似乎沒有看到俄羅斯國內有全國性歡慶的活動，而且普京本人也沒有發表過很明

確的看法，所以西方媒體都用“曖昧”來形容他對俄國革命的態度。這也似乎表明了今天俄

羅斯國內對這一百年曆史認知的分化。有歷史學家直接說“我們生活在歷史的精神分裂當

中”。一方面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代以來，俄羅斯持續經歷一種對革命歷史的虛無化和污

名化的意識形態重構過程；另一方面，解體後的十幾年，人民所想像的那個推翻了社會主義

之後就會進入到民主或者是西方式幸福生活的圖景並未到來，所以對於俄國革命和社會主義

歷史又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和認識。但是俄羅斯官方強調今年紀念十月革命的活動必須要在歷

史範疇內進行，不要政治化，那我覺得這種非政治化就是傳遞這樣的信息——俄國革命已經

是歷史了，可以作為文物和故紙來研究，但是這一頁必須要翻過去了。結合今天俄羅斯在世

界政治格局當中的角色，您怎麼評價俄羅斯對革命歷史的冷清和分化？ 

戴錦華：我認為用“精神分裂”來描述俄羅斯對於俄國革命的態度，顯然並不足夠的。在蘇

聯解體至今，二十六年的時間內，整個俄羅斯的政權，可能某種意義上也包含俄國的民眾，

仍無法去面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歷史及其消失，如果一定用精神病學的術語，那麼，他們仍整

體地陷於一種失憶和失語的狀態。我有把握這樣說，是因為在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當中，

二十世紀的部分完全蒸發了。記得在紅場上的俄羅斯國家歷史博物館中，我曾無法相信歷史

展示終了於 19 世紀，於是繞著博物館尋覓了許多圈，直到由一個講英語的館員確認：展示

終止於 19 世紀。當然，我知道，“20 世紀”就在歷史博物館塵封的一側，佔據了這所建築

的一半以上的空間。那是 2015 年，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我們知道，蘇聯在

這場戰爭中的位置和作用，正是極端慘烈悲壯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40 萬陣亡紅軍，40 萬

喪生平民，擊斃俘獲 75 萬德軍）整體地扭轉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戰場的戰局，阻止了

法西斯納粹主義的世界“規劃”，盟國與軸心國的力量對比開始轉變。為此，英國首相丘吉

爾在 1943 年的德黑蘭會議上代表英王向斯大林獻上了“榮譽之劍”。在這樣一個年份，對於

這樣一段重要的歷史，俄羅斯國家博物館近旁的軍事博物館中只有一個一望而知是倉促準備

的小展廳，基本上只有一些有限的圖片，而佔據後一博物館主廳的，是常設展覽，以豐富的

展品炫示著 1812 年俄法戰爭的勝利。儘管這兩場戰爭間有著某種歷史的相似，用塔爾可夫

斯基電影中旁白來說，便是俄羅斯兩度以自我犧牲拯救了歐洲。但二戰時期蘇聯的衛國戰爭

卻不僅拯救了歐洲，而且拯救了世界。簡單地說，這一怪誕的事實展示俄國社會文化的基本

困境是：俄國革命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一次創造、示範和實驗，不僅締造了第一個紅色國家，

而且創造出“天下二分有其一”的社會主義陣營。然而，這段歷史卻無法在今天的全球邏輯



和俄羅斯的主流邏輯中為其找到位置和語言。 

 

但是，造成如此失憶與失語的原因卻不只是因 20 世紀末的大失敗而喪失了的話語權和言說

邏輯，而且是列寧主義實踐所攜帶並遺留的歷史議題。行走在終止於 19 世紀的俄羅斯國家

博物館，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此前設定的（儘管經過修改的）內在敘事邏輯正是為了抵達 20

世紀的輝煌。其中貫穿性的線索，是一個晚發現代化國家如何嘗試並最終成為了一個世界強

國；作為一個跨歐亞大陸的國家如何去對抗西方列強、至少躋身歐洲的巨大夢想和動力。毫

無疑問，正是 20 世紀，昔日俄羅斯曾經以社會主義蘇聯這一超級大國/帝國的方式，實現了

這一夢想。而今天回首，卻恍若南柯一夢。儘管昔日葉利欽解體蘇聯的說法是，恢復東正教

的、俄羅斯民族國家。令今日俄羅斯無法面對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歷史的終結，

意味著社會主義陣營的消失，但是同時意味著蘇聯的解體，意味著俄羅斯迄今為止，只能勉

強維持自己作為二流國家的國際地位位置。也就是說，革命的終結，同時意味著它作為一個

民族國家整體的墜落。這無疑也是俄羅斯失憶/失語症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20 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或曰列寧主義革命，普遍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發生，其始

終有著雙重參照系和雙重意義：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與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自強之路。這也無疑

是今日中國與俄羅斯之間的落差。我曾反复說過，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

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我認為，我們可以將後

一句中的主語理解為偏正詞組，也可以理解為雙主語：中國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意味著中國

站起來了——一次贏得、保有完整政治主權並全面開啟現代化/工業化進程的時刻，一次或

再次的獨立建國；同時，也許更重要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意味著人民站起來了——

這是一場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建立，這是世界革命的組成部

分。今天，中國能夠嘗試治愈 20 世紀最後 20 年的歷史失憶症、歷史“蒙太奇剪輯術”及失

語症，正是在於中國崛起，令我們有可能、有餘裕將革命歷史與實踐移置到中國/一個民族

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曲折道路上來予以重述。俄羅斯則因自己在全球體系中的新位置而喪失了

“資格”。事實上，這也是昔日俄國十月革命曾令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欣喜的原因：不

僅是人民、無產階級革命，也是一個晚發現代化國家，如何可能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威脅之下，

尋找別樣的民族獨立、國家自強的道路。當年，十月革命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參與引發了五

四愛國民主運動，並在中國社會性質大辯論之後，推進中國知識界的整體向左轉。 

滕威：從戈爾巴喬夫時代開始，俄國革命研究越來越右翼修正主義。比如一些歷史學家通過

經濟學的數據，表明當時一戰前俄國的經濟其實是世界第五，而且已經進入到經濟增長率最

高的國家之列，也有自己的金融市場，而且在一戰期間俄國經濟的衰退明顯低於其他的歐洲

戰場的其他國家。在我們原來學的經典革命歷史敘述當中，都是認為十月革命是符合馬克思

主義所揭示的歷史必然性，但是今天很多修正主義史學通過很多的細節和所謂的史料，表明

當時列寧所代表布爾什維克黨能夠奪取革命領導權，在今天看來越來越呈現某種偶然性，再

還加上革命之後的紅色恐怖，包括對沙皇一家的槍決，尤其是斯大林時代，對知識分子，甚

至農民，包括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等邊緣社群的壓迫和暴力……最近幾十年的歷史學的

研究，一直呈現這樣“祛魅”趨勢。因此，最近有一個美國的俄羅斯專家在《倫敦書評》發

表文章，她總結說，十月革命的研究從肯定轉向否定，從關注工人階級轉向文化研究，從必

然性研究轉向偶然性的揭示。她對此很遺憾。今天我們面對幾十年的右翼修正主義史學的敘

事，還怎麼去重新書寫和闡釋俄國革命？ 

戴錦華：在這裡，我們不可能詳細、具體地從內部和外部來討論史觀、史學邏輯、史學原則

和具體的史學著作。一般來說，古往今來，一個不變的、但今天也是盡人皆知的基本事實是，

勝利者書寫歷史並審判失敗者。事實上，你重新扣訪任何一個重要歷史時刻，你都可能發現

那個最終的結局產生於無數偶然，你甚至可以有足夠充分的證據理論：歷史便是一系列偶然



的連綴。但是有趣的是，持有類似史學觀點的人大約不會將冷戰終結、蘇聯解體闡釋為偶然。 

 滕威：對。 

戴錦華：回到我們所熟悉的史學敘述中來，從列寧的理論思考和俄國革命的實踐，你不難發

現即使人們能夠成功地把十月革命的成功書寫成一種偶然，但是這種偶然在無數其他的偶然

中躍然而出、最終獲勝，顯然與列寧及其同代革命者早已做出了充分的理論思考和準備、展

開了深入的社會動員和組織建設有關。所以對我說來回應類似的觀點沒有太大的意義。當然，

主流的史學無疑會是修正史學，會不斷地篡改、否定或者抹殺俄國革命及其意義，但無論誰

也沒有辦法徹底改寫二十世紀的歷史。面對金戈鐵馬、血雨腥風、波瀾壯闊的 20 世紀歷史，

偶然論、微觀史學、道學八卦只能是有效也有限的修辭策略或意識形態腹語術而已。事實上，

也始終存在著不一樣的聲音。諸如美國史學家所撰寫著作，以大量一手資料分析赫魯曉夫的

蘇共 20 大的報告，依照他的材料，那幾乎就是一份十足謊言報告。而迄今為止，赫魯曉夫

的這份報告仍是人們言說社會主義蘇聯和斯大林時代的主要依據。再比如俄羅斯本土歷史學

家的著作，分析蘇聯解體的整個過程當中，工人階級幾乎無從發聲。也就是說，昔日的蘇聯

民眾，或者說蘇聯工人階級，也許確乎拒絕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的政治經濟路線，但是他們

的替代方案是一種實踐人民民主的可能性，而不是全面的倒退回野蠻/黑幫資本主義。然而，

在政治轉變時刻，他們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選擇，沒有機會參與新的決策，這是第二點。 

整個審判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敘事邏輯，幾乎都是用暴力、血腥、屠殺的事實來作為支持審

判集權主義（/社會主義）的罪證。類似史學書寫，用斯大林主義、尤其是 30 年代的血腥清

黨，來整體覆蓋俄國革命。一如用紅色高棉、波爾布特的血腥統治來代稱或覆蓋 20 世紀國

際共運史。或許類似敘述引證的是確定的事實，但敘述者有意無意間忽略的事實，首先是，

列寧主義革命，從來不諱言自己的暴力特徵和屬性——“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

用毛澤東的說法，便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

力的行動。”我的理解是，拋開關於革命的種種正面、反面定義想像和闡釋，任何真正的革

命——無產階級的、或資產階級的，都必然包含著某種整體性的、大規模的社會財富的重新

分配，遑論嘗試均貧富，進而剷除私有製。這便決定了革命不可能免除暴力的因素。這與個

人的好惡無關，也從來不可能是單純的人為選擇（無論是渴望還是拒絕）。其次，類似與俄

國革命相關的敘述，與社會主義相關的“暴行”的書寫和控訴，基本上是建立在非歷史化前

提上。不僅拋開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中西方陣營的暴行、第三世界的暴行，更拋開整部現代

史中殖民擴張的暴行、虐殺。同時，非歷史化的特徵之一，便是不討論具體的歷史結構與情

勢，不討論每一次“暴行”何以發生，不區別“暴行”與“暴行”之間內部與外部差異，相

反，代之以某種想像性的、夢幻式的、理想的社會政治狀態來作為這些特定“暴行”的底景。

儘管對我說來，叩問歷史，分辨歷史中的暴行，並不是為了選擇性遺忘或赦免某一類特定的

暴行。相反，活著，是為了記憶。如果我們的目標或信念的烏托邦是為了正義和人類解放，

那麼這其中必須包含死者的正義——不遭遺忘和抹殺。扣訪歷史、拒絕非歷史化，拒絕勝利

者的邏輯，拒絕對失敗者的審判，正是為了拒絕遺忘。 

 

如果說，今天我們需要什麼新的角度去重讀俄國革命，我認為無外乎兩種。一種是我們已然

談過的：我們必須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情勢中，重新認知俄國革命的啟示。因為今天資本主

義全球化已成為了一個突出而真切的事實。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融市場、其生產鏈條和市場鏈

條、為龐大的、高耗能的運輸線所組織起來的物流系統，將整個世界緊密地組織在一起。資

本主義不再有它的外部。並非如馬克思所預言的，世界一分為二，漸次極化為資產階級與無

產階級，資本主義孕育並養成了他的掘墓人；然而，今日世界又確如馬克思所預言，資本主

義最終完成了它對整個世界的佔有和征服，同時創造出了自我抹除和毀滅的條件。但問題是，

資本主義之後是什麼？如何避免資本主義的末日最終成為人類的、地球的末日？今日世界，



一邊是金融資本、全球生產鏈與物流鏈整合了世界、聯合起全球資產者，另一邊，則是全世

界的勞動者、尤其是棄民被深刻地分割在民族國家的疆界之內。與此同時，則是全球性的流

動，以艾科所謂“種族遷徙”而非“移民”的規模發生並持續。與少數精英的頂層流動同時

的，是形形色色的非法移民、難民，由此伴隨著另一種分割與衝突：種族主義、右翼民粹、

恐怖襲擊，以及它們必然的衍生物：法西斯主義的威脅。與這個結論相關的是另外一個層次

問題，底層移民所形成的巨大的全球流動，還是艾柯的那個說法，即，這類流動達到了種族

遷徙的規模，而不只是移民的幅度。說句題外話，為修正主義史學所遮蔽的、關於 20 世紀

的一個重要事實便是，曾經，只有國際共產主義的力量嘗試阻止、對決國際法西斯主義；而

彼時的“自由世界”出於共產主義的恐懼和忌憚，在這場嚴酷對決中袖手旁觀，最終令法西

斯在歐洲坐大。回到我們的話題中來，我認為，面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情勢、發展與危機，

我們面臨著一個幾乎沒有改變希望和可能的現實，一個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及其預言不能覆

蓋的現實。因此，俄國革命的意義和啟示，首先在於對新的社會可能性的創造。這一新的可

能性的意義在於帶我們整體地走出困境，讓多數人能夠在未來改變中獲益的希望。 

 

而在另一邊，重述俄國革命史是一百年之後歷史回望。我一直認為，有效的方式不是面對勝

利者的審判詞去展開辯護。事實上，我始終拒絕充當任何意義上的辯護人。因為辯護人的角

色，意味先在地接受了勝利者的法庭、法律與遊戲規則，意味接受有罪指認可能成立的前提。

對我，有意義的工作，是自覺地承擔起 20 世紀紅色歷史遺產的繼承人、同時必然是紅色歷

史的清算者的角色。對我，這份與寶貴的遺產同樣、也許更加沉重的債務，並不是審判者清

單上羅列的罪行，而是一份深刻的反思和追問。不該忘記，20 世紀國際主義運動，以及由

此產生的社會主義陣營，並不是被資本主義所征服或瓦解的，相反，是不戰而敗、自我引爆

的。那麼，其政治邏輯、文化邏輯和社會組織形態……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面對這全新的、

也是危機重重的世界，重啟 20 世紀的紅色遺產分外清晰和急迫；但我們都知道遺產的啟動

必須以債務的清理為前提。是啊，我絲毫沒有願望，也不認為有必要和任何主流史學展開對

話或論戰。因為他們不僅理所當然地在審判俄國革命，他們也在全面地審判法國大革命——

法國的及歐美的修正史學正全面、“客觀地”、負面地重寫法國革命是——眾所周知，那是資

產階級革命的主部樂章，是現代史的開啟時刻。在思想史與政治史的意義上，近而三十年來

的最重要的主流範式轉移之一，便是以美國革命取代、覆蓋或否定法國革命；有所謂經濟模

式取代政治模式。然而，無需贅言，這股巨大的、全球性的告別革命的思想、文化取向，其

自身顯影了對革命的歷史、對 20 世紀記憶的巨大恐懼，或者說，革命的幽靈仍對全球資本

主義、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獲益者顯現著巨大威脅。幽靈學之所以成了世紀之交的新創，正在

於怪影密布、幽靈迭出。也正是為此，俄國革命再度凸顯出開端的意義——不僅是 20 世紀

的歷史，也是歷史朝向未來的延伸。我們可以藉此重新尋找我們的主體位置，和多數人一起

尋找並爭取共同的未來。 

滕威：最近海螺推送了齊澤克的文章《在未知領域航行的列寧》，他在文章開頭提到，2017

年，我們不僅僅要慶祝十月革命一百週年，也要慶祝《資本論》初版問世一百五十週年，還

要慶祝上海公社奪權五十週年。他似乎覺得這三件事代表了共產主義運動的三個階段。我們

作為中國人從小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是，俄國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但是好

像到目前為止，我們國內對俄國革命的紀念也很少。您能否進一步在現實參照下，談談俄國

革命的遺產意義嗎？ 

戴錦華：我們前面已經談到過所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雙重歷

史意義：對無產階級革命、世界革命的自覺意識，和尋找另類道路，謀求被壓迫民族和國家

獨立建國的意義。十月革命的啟示意義，令五四運動而非辛亥革命，事實上成了中國現代歷

史的真正開啟時刻。 2017 年中國面對俄國革命的困境，也是整個新世紀以來中國統治階層



始終面臨的困境。俄國革命對於中國的啟示，是五四運動得以形成的主要助推，也是對新文

化運動也就是真正現代中國誕生的推動。真正現代中國並不是在辛亥革命誕生，而是通過五

四運動而誕生。在中國，追溯十月革命的歷史意義，也就是要追溯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史，左

翼思想史與革命史。 

但我以為，十月革命對今日世界的直接而重要的啟示，便是再度思考新的歷史主體的命名可

能並嘗試召喚這一主體。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前的俄國是一個欠發達的農業國家，但列寧主

義的實踐，最終令其成了第一個取得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國家。換言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

無產階級，不僅指認出一個成長中的階級，而且成就了一個重要的命名，對未來歷史主體的

命名。因此，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實踐，才能在俄國和中國召喚出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

成功。 （儘管毫無疑問，這一經由水兵起義、城市工人武裝暴動而取得的紅色政權的性質，

也決定了政權建立伊始，立刻陷入了紅色城市政權為廣大的灰色的鄉村地帶所圍困的局面。

這一事實，也決定了繼而密集出現的紅色暴力。）相對於今天全球資本主義的新情勢，俄國

革命的啟示，也正指向急迫而基本的理論與實踐命題：何為今日世界的未來歷史主體，是怎

樣的力量和人群可以承擔起、開創出資本主義之後的世界？在廣大的消費者/負債者（也是

喪失了社會上行空間之後的城市中產青年群體）、第三世界的勞動者和遍及整個世界的新舊

棄民之間，整合的力量與歷史之名何在？對我，這俄國革命啟示常新、常在的意義。 

滕威：最後問一個問題，作為電影研究者，我們都知道俄國革命對二十世紀的電影藝術發展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別想听您再回溯一下這段歷史？ 

  戴錦華：這裡有兩個基本或者重要的側面。一個側面是，我們知道，俄國、尤其是紅色俄

國是電影藝術的誕生地之一。如果說早期美國電影以“最後一分鐘營救”開創了電影藝術的

修辭學，那麼，正是蘇聯蒙太奇學派及蒙太奇理論和實踐，令電影成為藝術，並且嘗試抵達

哲學表達層面。曾經，在世界電影史上，不僅存在著所謂商業電影與藝術電影的二分世界，

而是天下四分：在美國的好萊塢電影、西歐的藝術電影之畔，是蘇聯及東歐的政治-藝術電

影和第三世界國家的各色各式的民族寓言電影。蘇聯電影曾和蘇聯文學、音樂及美術一起在

俄國革命之後、尤其是冷戰之中，影響和感召著世界上的幾代人。另一個側面則是：電影，

不僅是最偉大的 20 世紀藝術之一，也是某種民族-跨國工業系統，是某種意義上國家實力

（不僅是軟實力）的標識，在某些情況下充當特定的國家形象名片。而昔日美蘇爭霸的時代，

他們亦同時作為兩大電影工業系統，兩大膠片工業系統，當然，是兩種水火不容的意識形態，

也是兩種電影美學體系和電影語言形態。人們似乎忘記了，為今日世界奉為電影藝術大師的

塔爾可夫斯基正是在蘇聯電影工業與蘇聯-俄羅斯文化土壤中成長並創作的。但隨著蘇聯的

解體和俄國的墜落，昔日龐大的國家電影工業體系一朝覆亡。最悲慘的時候，在廣袤的俄羅

斯國土上只剩下七塊銀幕。同時流散的是關於蘇聯電影藝術的歷史和記憶。我接觸過一些俄

羅斯電影人、一些莫斯科電影學院的青年老師和學生，他們關於自己的電影大師的真正記憶，

只剩下塔爾可夫斯基，而對於愛森斯坦、普多夫金、維爾托夫……，他們的反應是陌生、準

確地說，是極端漠然。 

滕威：不會吧。 

戴錦華：的確如此。一如俄羅斯始終沒能重建自己在全球體系中的大國位置，俄羅斯也始終

沒能重建自己的電影工業體系。今天為世界所知曉的俄羅斯電影，一如多數非西方國家，幾

乎只是為國際藝術電影節所青睞的某幾部藝術電影。其中頗具症候性、在我看來也是悲劇性

的一類，是索科洛夫（蘇古諾夫）的《浮士德》，這部據稱為“俄羅斯文化振興基金會”資

助的藝術電影的選題居然是德國經典名著，而且必須直接以普京個人運作的資金方得以拍攝

完成。蘇聯-俄國電影美學的再度浮現，卻赤裸地應用於幾乎是跪舔勝利者的文化表達之中。

而另一些，則直接、間接地成為那份歷史失憶與失語處夢語：諸如奇特凸顯的種種極端密切

的父子故事（甚至絕非同志表述的父子戀），諸如一對父子的道路故事索性名之為《地圖上



消失的名字》，或混雜著濃重的基督教（東正教）氣息的弒父-殺子故事《歸來》。在我解讀

中，那無疑是一份充滿了夢魘感與血腥味的、糾結、纏綿、無力的、朝向前蘇聯的鄉愁。一

段被殺之子的鬼魂遊蕩，也是一份弒父之後罪疚與瘋狂。 

聯繫著俄國革命，重新審視蘇聯-俄羅斯電影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其中幾乎如一幅全息圖

畫的碎片一樣，包含了我們試圖反思、清理並再度啟動的全部（至少是大部分）議題。究其

要點，其一是蘇聯電影的輝煌直接源自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所製定的、對電影高度重視、

向電影傾斜的文藝政策。列寧的先見不僅表現在他預見了電影所可能具有的公共性與大眾

性，而且在於他對未來的整體政治文化規劃：建立社會主義的新文化，以召喚新人，建設並

最終抵達新社會。我自己觀點之一是，20 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社會主義陣營的不戰而

敗、或自我引爆，其重要的、甚至首要的原因，是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努力和嘗試的失敗；

西方世界和平演變的成功正緣自東方陣營文化建設的失敗。新文化，不是、也不可能是單純

的宣傳、或意識形態教化（/“洗腦”），而是全新的邏輯與價值。其次，社會主義蘇聯之所

以會成為世界電影藝術的發祥地之一，正在於他曾是全球另一個意義上的文化革命風暴：現

代主義運動的內在組成部分；構成主義、未來主義、立體主義……都曾以十月革命前後俄羅

斯-蘇聯藝術家、電影人為標識。對我，這構成歷史債務中一個重要的議題與謎題：即，社會

主義政權與現代主義藝術運動間的形同水火的歷史關係。儘管在我看來，如果我們不能簡單

地將現代主義藝術運動與 20 世紀前期資本主義的空前危機相聯，不能直接將現代主義藝術

運動等同於資產階級文化的自我仇恨或批判；我們至少可以肯定地指出：現代主義藝術運動

是現代性最深刻的內在矛盾的自覺曝露，幾乎所有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都以某種方式重

視或認同於現代藝術的社會、文化訴求及他們攜帶的美學革命意義。但以蘇聯爲肇始，攜帶

藝術運動卻幾乎與新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同步遭到封殺。這間或將我們引入俄國革命或列寧主

義實踐的深處，去思考民族國家與無產階級政權間的內在張力，去思考革命與秩序、人民與

權力的多重命題。不錯，電影，從來都不只是電影而已。 

滕威：謝謝您！ 

2017 年 6 月 8 日 

 

本訪談應武藤一羊先生邀請所做，日文版收入武藤一羊主編的《俄國革命紀念文集》，英文

版發表在 Global U 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