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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社會的樣板人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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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的“世道人心”﹐不妨理解為（廣義）社會環境與群

體人格。這二者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們瀏覽古代文獻時﹐像

“世降俗薄”﹑“草稀民悍”這樣的高度概括比比皆是。在陶淵

明那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桃花源裡﹐老老少少儘是“怡

然自樂”。嘉慶朝福建地方官給皇帝上的奏摺分析了“閩省民

風”與當地吏治間的因果關係﹕ 
 

                                                              
1 本文刪節稿曾刊《文化縱橫》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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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畏官勢到怨官仇官﹑抗糧械鬥成風﹐一地的群體人格就

這樣由境而心再由心而境辯證地生成了。 

在中國這個鉅大的社會歷史時空之內﹐存在著從五湖四海到

三教九流無數的“境”﹐以及從溫柔敦厚到儇慧涼薄等各色的

“心”。2 就中國當代史而言﹐30 年前最大的境是計劃經濟﹐30

年後最大的境是市場社會﹐而 30 年間最大的變遷則是前者向後者

的山河鉅變。至於心﹐30 年前盛行的基本是集體主義﹑平等主義

和價值理性﹐30 年後則為個人主義﹑精英主義和工具理性。在境

尤其是心的變遷過程中﹐一系列活生生的人格類型或者說樣板人

應運而出﹐次第登上大眾文化的展臺。這些樣板人以富於感染力﹑

號召力的形象教育並動員大眾﹐使他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這

些樣板人﹐其影響風氣﹑打造人心的力量﹐根本不是英模事跡報

告團可以望其項背的﹐他們頭羊或牧羊犬似帶領著芸芸眾生前往

                                                              
2 中國傳統人格的劃分﹐地域是個數一數二的標準﹐例如說“皖人”如何﹐“晉人”

如何。除了地域﹐職業也是重要的分類依據﹐像戲子無義﹐文人無行﹐商人無情﹐

太監邀寵都是最常見的概括。就說楚人吧﹐《史記‧項羽本紀》裡面說項羽引兵

西屠咸陽﹐殺降王﹑燒秦宮﹐打算帶著繳獲的財寶和美女東歸。有人勸項王﹕關

中土地肥沃﹐四面有山河做屏障﹐正是做大做強的好地方啊。項王看看宮殿都已

經燒成那樣﹐心想還是算了吧﹐就說﹕富貴不還鄉﹐這不等於穿著名牌衣服哪兒

黑走哪兒嘛﹗有個不知姓韓還是姓蔡的說﹕都說楚人性格是猴子戴帽 — 不靠

譜﹐說得何其好啊。項王接到舉報說我讓你好﹗一聲令下把這位異見人士擱鍋裡

蒸了。總的說來﹐古代社會流動性低﹐交融少﹐群體行為容易就著山形水勢﹑五

行八作形成穩定的模式並進而內化為固定的人格。近代社會快速的行業﹑地域﹑

社會流動﹐一個人往往會有七八種身份認同﹐再加上南來北往的各種信息川流不

息﹐每個人都處在各類情境的十字路口﹐其人格更呈現拼接組合流變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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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命數所指定的方向。 

2007 年我曾從舞臺劇的角度對過去 30 年間價值觀的變遷做過

一番回顧﹐其間發現戲劇舞臺上的人物在塑造當代中國的人心和人

生方面其實沒有多少建樹﹐它們頂多是記錄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

遠不如小說﹑電影﹑報告文學之類都曾有所作為。本文提出市場社

會樣板人的脈絡﹐固然要在戲劇之外為 30 年社會經濟變遷再添一

條平行線﹐但真正的旨趣卻在於理解境與心也就是社會與觀念形態

之間有趣的互動關係﹐並以此窺測社會歷史變遷的機理。 

正副標題中有幾個名詞須略加說明。其中“樣板人”借用的

是“樣板戲”或“樣板房”﹐不喜歡這種比喻的朋友就按“模

型”﹑“模板”去理解也沒關係。“大眾文化”在一般的分類中

是和“精英文化”相對的概念﹐但那樣的分類對於中國這麼一個

人無定居﹑居無定人的劇變轉型社會並不貼切﹐本文只取其廣泛

性。“人格類型”雖然看上去略帶學術氣﹐好像要混進“內向~感

覺~思考~判斷”或“外向~直覺~情感~感知”的人格心理學書房

似的﹐其實跟老百姓平常說的“那時候的人實誠﹐沒現在滑”在

同一檔次。 

 

 

說 30 年不免要說說它的前世。中國自 19 世紀中葉遭遇西方文

明的強勢擴張﹐陷入前所未見的近代大危機。風雨飄搖的國勢特別

需要大批泣血悲歌﹑奮發蹈勵的仁人志士站出來﹐將小我暫時束之

高閣﹐手拉肩扛﹐把整個國家民族的大我帶出危急存亡之秋。 

中國有五千年歷史﹐捨生忘死﹑解民倒懸的楷模代不乏人﹐

早已通過從詩書到戲曲等大街小巷傳播得家弦戶誦﹐成為中國人

內心世界的常客。例如先秦時代的那位鐘儀﹐人關在晉國的牢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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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能服故國衣冠﹑奏故國音樂﹐今天看來也許夠“死性”的﹐但

卻成為歷史上可能坐牢或已經坐牢的仁人志士的精神伴侶﹐又如

宋末的文天祥（“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清末的汪精衛

（“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民國時期的惲代英（“已拼

憂患尋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再如那位義不帝秦﹑蹈海自

絕的魯連﹐陳天華顯然步的他的後塵﹔青年周恩來當年負笈東瀛

的時候也是把他 — 也許連同陳天華 — 裝入懷抱的（“面壁十

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老榜樣之外還有許多新榜樣。

新中國第一代女外交家龔澎女士﹐我最近在小攤上買了她女兒的

回憶錄﹐知道她是仰慕烈士澎湃其人﹐為自己改了名字 — 而中

國人本來是不大熱衷於直接拿往聖先賢命名自己或兒女的﹐就像西

方人那樣。由於有了這種因境（危機環境）發心（精神力量）﹑由

心造境的辯證過程﹐缺少“資本”的中國才有可能創造奇蹟﹐在該

慢時能快﹐該弱時能強﹐該敗時凱歌高奏。樣板人作為一種文化觀

念力量在鼓舞人心﹑節約成本方面所起的作用難以估價﹐寫過〈明

長城的投資與收益〉3 的吳思先生他日能幫著量化一下就好了。 

當然﹐近代社會也還有其他樣板人風靡一時﹐例如現代版的

才子佳人徐志摩﹑陸小曼﹐以及什麼“民國四大公子”— 我讀到

的就有五六種組合。當時過境遷﹐憂患稍緩﹐人民復歸日常生活﹐

各類價值﹑各種榜樣便會五色登場。不過以近代中華民族生存空

間過於逼仄窘迫﹐危機往往旋踵而至﹑間不容髮﹐樣板人作為普

遍期待的直接產物﹑基本國勢的間接產物﹐是不大可能為非仁人

志士留出太多名額的。近代社會現實中的人物形形色色﹐無奇不

有﹐這與樣板人的相對清一色形成強烈反差﹐構成心與境的另一

                                                              
3 吳思﹕〈明長城的投資與收益〉﹐參見 http://blog.china.com.cn/art/show.do?dn= 

wusi&id=96330&agMode=1&com.trs.idm.gSessionId=F9F5F1510C7BCA00DD66F1
D5A37B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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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緊張關係。例如張學良﹐其風流公子兼少年將帥的倜儻形象本

來每每呼之欲出﹐卻終於被“九‧一八”厲聲喝住。馬君武老先

生當年賦詩哀嘆“趙四風流朱五狂﹐偏偏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

英雄塚﹐哪管東師入瀋陽”﹐其實趙四﹑朱五之類從來不是中國

文化的禁忌﹐普通中國人﹐包括士大夫﹐只要風聲不算太緊﹐都

樂於把汨羅江當秦淮河。寫明亡的《圓圓曲》和寫清（差不多）

亡的前後《彩雲曲》固然沿用了《長恨歌》以小女子寄託大歷史

的筆法﹐其中無不透露出士人對燈紅酒綠人生的執著把玩。在近

代歷史迷離恍惚的那些間隙片刻﹐梁啟超﹑楊度﹑吳虞﹑陳獨秀

這些人物一轉臉﹐哪個又不是青樓紅袖間的文酒風流人物呢﹖ 

新中國的建立﹐標誌著中華民族走完了近代危機的初級 — 

也就是通常說的“救亡”— 階段。在其後的中級階段﹐共產黨選

擇了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模式﹐以高度軍事化的政治手段﹐高度

政治化的經濟手段集中人力物力﹐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國道路上

馬不停蹄。與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相配套的﹐是一套高度同

一的內心結構以及強調集體﹑抑制個人的價值觀。雷鋒﹑王傑﹑

鐵人﹑焦裕祿﹑麥賢德無不是這套價值觀的擬人化﹐也就是“樣

板人”。樣板人還通過擬物化進一步提純﹐成為“永不生銹螺絲

釘”。螺絲釘的第一個特點是顧全大局﹔第二個特點是踏踏實

實﹔第三個特點是標準化﹐就那麼幾種尺寸和型號。小說中屏幕

上展出的樣板人更是整齊劃一為濃眉﹑大眼﹑國字臉﹐近乎京劇

的臉譜﹐其言談舉止基本都是國家行為﹐由黨章社論組成。“落

後人物”成了七情六慾的難民營。平心而論﹐這些樣板人放在大

到歷史視野裡﹐應該得到後人的理解。別說一支深入異國他鄉的

孤軍﹐就是一個在野地走迷路的旅遊團﹐都要齊心協力﹑擰成一

股繩以最大化生還的機會。掙扎摸索於近代危境中的中華民族﹐

在喘息稍定﹑警報未除的形勢下選擇了一套緊急集合而不是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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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活動的政經制度以及文化社會動員機制﹐自有其合情合理之

處。論者多以“封建專制”的慣性便宜解說﹐不能說沒有一定道

理 — 普天下還沒有見過真跟傳統一刀兩斷的事情 — 卻忽略了

中國在近現代歷史中的基本處境。在資源相對匱乏的情況下﹐用

一戶一個購糧本﹑一個副食本的準軍事共產主義手段保障公平﹐

凝聚人心﹐自有無須爭辯的意義。與此同時﹐個人的某些正當需

求受到過度壓抑﹐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其中有些為境所限﹐為

勢所迫﹐哀而不怨可矣﹔有些則屬於體制的深刻弊病﹑政策的胡

作非為﹐需要認真反思以為鏡鑒。 

文化大革命將國家社會主義乃至中國革命的道德積蓄吃光花

淨。其結果﹐集體主義價值觀受到深刻的質疑﹐集體利益的形象

代言人迅速人老珠黃。剝他們“畫皮”的運動在民間悄然興起﹐

一直津津有味地持續至今。記得文革後期就聽人說﹐王進喜的豪

言壯語“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說的是男人橫豎

要扒女人褲子。《杜鵑山》中的柯湘和雷剛也在民間傳說中“還

原”為灌木叢中的男女﹐被巡邏的工人民兵當場拿獲。對中國革

命或新中國頭號樣板人毛澤東的解構﹐在文革後期也已經開始了﹐

諸如毛在接見馬克斯夫人和比蘭德拉皇后時拉著人家不撒手的傳

聞不脛而走﹐我就從不同渠道聽到過不同的版本﹐都說是新聞電

影製片廠裡看到的未剪片。 

 

 

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套體制﹑價值和人格到了 70 年代即已舉步

維艱。隨後發生了中國現代史向當代史﹑計劃經濟向市場社會的

的根本改道。市場社會的建立和發展需要資本主義精神和個人主

義價值。大眾文化需要提供這種精神和價值的人格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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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推出的形象應該是陳景潤﹐今天的年輕人不一定聽說過﹐當

年徐遲寫的〈哥德巴赫猜想〉4 可是風靡了大江南北。徐遲的〈哥德

巴赫猜想〉發表於 1978 年初﹐1977 年底中國恢復了高考。恢復高考

應該說是中國改革開放第一項最重大舉措﹐它對社會心理和價值觀的

有力扭轉﹐並不下於小崗村聯產承包對農村改革的影響。我一直不明

白中國改革為什麼不從 1976 年 9﹑10 月而非從 1978 年 12 月十一屆

三中全會算起。沒有毛澤東去世﹐高考不可能恢復﹔沒等他們開會﹐

個人奮鬥和資本主義精神已然隨高考的衝擊波掃蕩天下了。高考這條

將人分快慢﹑智分高下的跑道明明白白往那兒一擺﹐“人人平等”﹑

“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等各種彩旗緞帶立即沒了顏色。讓一部分人先

富起來的 30 年爬樓比賽﹐起點在 1977 年高考﹔跑在第一集團的自然

是莘莘學子﹐即正在崛起的知識精英。那些如箭脫弦或如箭在弦的新

老知青們﹐需要一位前 30 年沒有過的樣板人﹐一來做他們的人生藍

本﹐二來做他們的形象代言。這樣﹐無論在“又紅又專”的 17 年還

是在紅成一片的文革十年只夠當反面教員的陳景潤以及他的數字化

生涯﹐便充當了這樣的角色。陳景潤是一位可愛的純粹學者﹐他其實

更適合出任數學的形象大使而非知識精英的樣板人。他對時代交給他

的這個任務毫無準備﹐見記者時車轂轆話反復說的﹐全是徐遲在那篇

報告文學裡替他推敲斟酌的那兩句話。 

但中國發展的目的地不是傳統的士紳社會﹐而是工商階級主

導的市場社會。這就決定了陳景潤樣板的過渡性質。對於一個即

將到來的充滿野性的時代﹐他這樣一個最好住圖書館裡直接吃書

的書生﹐能否存活會是一個真問題﹐起碼討老婆會成為一個頭疼

的問題﹐除非歷史的魔術師把他變作柳傳志那樣的儒商。但在 70

                                                              
4 徐遲﹕〈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學》1978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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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那幾年裡﹐陳景潤登上了人生的珠穆朗瑪峰﹐

並在峰頂喜結良緣。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跟他一樣的男書生也

在婚姻市場上暢銷甚至脫銷﹐以至文化高端女士因找不到可以匹

配的男士而尖叫“中國的高倉健都哪兒去了﹗”我們都知道﹐姑

娘們嫁什麼人不嫁什麼人﹐反映社會價值的排序和變遷最是直截

了當。知識精英雖然不會是市場社會的主角﹐但他們有理由成為

這個社會的首批貴賓﹐成為當代史上最先崛起的群體。這是因為

在各類社會不平等當中﹐基於知識的不平等最富正當性﹐在中國

最為源遠流長﹐因此最易率先通過社會心理的重重關卡。 

在社會經濟的演變的過程中﹐文化跑前跑後的現象十分有

趣。按唯物史觀的排序﹐文化應跟在經濟後面亦步亦趨。但歷史

的實際卻不盡如此﹐文化在頭前帶路的情況所在多有。對於世界

近代史中的後發國家﹐這似乎更具普遍性﹐但原因各異﹐又不可

一概而論。 

 

 

未來市場的主角是工商階級。但且不說中國社會的抑商傳統﹐

四民之中﹐商人叨陪末座﹐新中國更是通過公私合營﹑割資本主

義尾巴之類政策將這個階級一筆勾銷。到了改革之初﹐當這個群

體從混沌挑﹑仔褲攤﹑西瓜堆後面散兵游勇似地重新出發時﹐看

著實在不成氣候。他們中許多人﹐不是剛從局子裡放出來﹐就是

接長不短要被派出所叫去問話﹐道德上全無優勢﹐只能悶聲發小

財﹐根本供不起一位本群體的專任形象大使。前幾年我寫作戲劇

《我們走在大路上》﹐曾對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小攤小販做過

這樣的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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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約 1982﹑1983 年的樣子﹐劉曉慶粗聲大嗓登上了公共論壇﹐

但不是作為電影中的角色﹐而是作為《我的路》的作者。這部宣

揚個人奮鬥的自傳或自白﹐據劉自己說是照著盧梭的《懺悔錄》

寫的﹐盧梭的《懺悔錄》我們都知道﹐是以什麼都敢往裡寫而著

稱的。這本書立即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叫好叫罵之聲非但沒

有對沖抵消﹐反倒是聯手把最新版的個人奮鬥英雄推向千家萬

戶。通過個人奮鬥而出人頭地並不為市場社會所特有﹐但確為資

本主義精神所固有。就“拉大差距﹑強化激勵”“讓一部分人先

富起來”的 30 年總路線而言﹐劉曉慶和陳景潤這兩個樣板人並無

本質區別。但劉的出現意味著﹐市場社會的核心價值已開始從書

桌書櫃書房遷往更隨意﹑更符合自己性情的去處。相對於陳的文

質彬彬﹐劉的愛怎麼著怎麼著﹑“走我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吧”

的生猛形象﹐散發出市場社會應有的力比多氣息（很多人覺得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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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慶“性感”﹐大概就是指傳統仕女所不具備的這種力量感吧）﹐

對傳統計劃體制及其配套價值觀構成了強勁的撞擊﹐有幹勁沒名

分的商人讀了自然感到比陳景潤親切多了﹐就算不覺得是一種人﹐

起碼也是一路人。 

對於市場社會的發展而言﹐劉曉慶仍是一個過渡性人物﹐她

畢竟是一個電影明星出身的文化精英。正跟工商執法人員周旋於

街頭巷尾的工商階級﹐需要一種路子更野﹑更不需出示個人簡歷

的時代英雄。 

 

 

將近 80 年代中期﹐商品經濟如潮如湧﹐已顯出了擁有未來的

氣勢。不同於還要拜盧梭為師的劉曉慶﹐王朔以小說《頑主》為

即將上場的市場社會縫製了一面迎風招展的會旗。旗下的嘎雜子

琉璃球一個個靈氣十足﹑精神百倍﹐讀書的當官的都不在話下﹐

而是踩在腳下。這樣的場面不但高於生活﹐而且還先於現實。在

現實中﹐在現實的價值體系中﹐從牛仔褲西瓜堆裡鑽出來的第一

撥商人階級﹐他們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還有一段差距﹐此時一

腳高一腳低看著跟一頭沉似的。《我們走在大路上》裡有這樣一

段臺詞﹕ 
 

1 1 1 —  B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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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中期﹐我父親有回出差回來講一路上的趣事﹕他是教

授﹐和兩個部隊師級幹部按待遇享受列車軟臥﹐還有位商人據說

是出了雙倍的錢得到這節車廂的入場券﹐害得老同志很不愉快﹐

商人一不在屋他們就說起“老子當年槍林彈雨”﹗就現實中的官~

商關係而言﹐市場社會的自然發展﹐必然會從“權管錢”途經“權

換錢”走向“錢管權”5 — 走得到走不到當然是另一回事。就現

實中的商~學關係而言﹐市場社會的成長已開始終結教育作為社會

流動黃金渠道的壟斷地位 — 小胡同要跟學院路平起平坐了。崔

健的《一無所有》所以唱遍大江南北﹐想必也在於眼前這片鷗翔

魚躍的商海﹐讓千千萬萬從零起步的人看到了無窮大的人生可能

性。就顛覆官﹑學高高在上的社會等級體制而言﹐市場社會的早

期發展﹐何嘗不是一場均貧富的大澤鄉起義。我當年有位忘年之

交﹐是被學術體制壓抑得鬱鬱寡歡﹑每天都要長嘆幾聲的中年知

識分子。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孩子昨兒拿來盤帶子﹐裡面有個

歌叫《一無所有》﹐說是什麼搖滾。我也不知道什麼搖滾不搖滾﹐

就聽吧。哎呀﹐真好。那感覺吧﹐就好像你喘不過來的氣﹐它一

口幫你喘透了。” 

張藝謀拍攝於 80 年代末的《紅高粱》也值得一提。張藝謀對

於社會主流風向的微妙變化﹐有著一種近乎動物的神秘直覺。就

在知識精英“弗洛姆”﹑“弗洛伊德”地把自己說得暈頭轉向之

際﹐張藝謀說這“累不累”呀﹐決定不再跟著他們往魁星閣方向

去了﹐而是轉身進了高粱地。那片男女野合﹑孕育新機的高粱地

應該說是市場社會初級階段的一個勁頭十足的隱喻。我也許沒有

太多的證據﹐但我相信有不少人是唱著“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哇﹐

                                                              
5 這是劉力群先生的高度凝練﹐與原話或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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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回呀頭”昂首闊步在 80 年末 90 年代初的黑道白道﹑尤其是本

來沒有但“因為走得人多了於是就有了”的道上的。6 

關於中國市場社會的來源﹐我一直有種很頑固的感覺﹐那就

是文革的一部分極端平等主義的遺產﹐如無視規範﹑挑戰秩序﹑

打破禁忌的狂熱和勇氣﹐為市場社會的開疆擴土提供了人格資

源。打﹑砸﹑搶﹑鬥﹑批﹑改是一套能將兩個截然不同時代聯繫

在一起的動作。友人中有位 80 年代末下海的知識精英﹐一次跟人

打架時提醒對方﹕“文革過來的﹐咱這歲數的﹐告兒你吧﹐全是

流氓﹗你丫是﹐我他媽就不是麼﹖﹗”中國市場改革能比其他原

社會主義國家走得順暢﹐這種人格上的準備或許是一個不大不小

的原因。若此說能夠成立的話﹐2008 年慶祝改革開放 30 華誕﹐改

革家交杯換盞的時候﹐還須飲水思源﹐敬文革一小杯呢。 

 

 

從 90 年代初開始﹐私有化﹑市場化在中國暴土狼煙地展開﹐

市場經濟迅速膨脹為的市場社會。這期間有一個特別值得玩味的

大眾文化現象﹐那就是銀幕上“醜星”大行其道。這些醜星的意

義或功用自然不止一端﹐譬如他（她）們能夠提供笑這個消費社

會最大宗的精神消費品。就本文的興趣而言﹐這些歪瓜劣棗還為

大眾樹立了這個劇變時期的標準人格和行為風格。以當時那種白

溝浙江村的社會氛圍﹐別說主動出擊需要邪拳歪掌﹐就是被動防

衛也不能太正經了。億萬人參考著電視喜劇片練習怪腔怪相的場

                                                              
6 1980 年代中國大眾文化還真引進了一個資本主義個人奮鬥的洋“妹妹”﹐那就

是日本電視連續劇中的阿信。中國改革開放產生千千萬萬“靠勤勞致富”的新富﹐

像那些賣西瓜的﹑種木耳的﹑彈棉花的﹐都可以用阿信這個正面形象來概括。只

是我懷疑﹐以當時那種翻牆躍進型的社會心理環境﹐阿信這位腳踏實地艱苦奮鬥

的人物﹐在多大程度上扮演了底層向上流動的人格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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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十分壯觀﹐這背後是價值觀和行為標準的轉型。《我們走在大

路上》對此也做了描繪﹕ 
 

— BB

B

B

B

B

B

B M

B B B  

— M B  

—  
 

價值理性被實用理性﹑世俗理性所取代﹐義利是非善惡之辨

成為了文化禁忌。在一個沒有正負號的社會裡﹐誰還樂於清清白

白做事呢﹖誰還敢於正正派派做人呢﹖雷鋒那個團的戰士復員離

隊﹐因繼續學雷鋒為世所不容﹐一度東躲西藏﹐藏到精神病院裡﹐

後被瀋陽軍區解救回了部隊。被市場大潮唬得魂飛魄散的文化精

英﹐像躲窮親戚一樣“躲避崇高”﹐別說為社會看管點什麼了﹐

他們就連繼續說人話的膽量都沒有﹐加班加點把自己改裝成地痞

玩鬧。記得當時讀到作家張承志寫的一篇雜文﹐其中慨嘆“山河”

已經從中國人的視野中出局﹐文人們忽然都陰陽怪氣地成了侯寶

林的徒子徒孫。徒子徒孫陰陽怪氣﹐曾孫玄孫就屎尿橫流了﹐他

們無 B 不成句﹐寫文章就如同義和團擺“陰門陣”。風氣所至﹐

不少女性作者也都開始把本性生殖器穩穩掛在嘴上﹐真都多餘穿

褲子。7 本來男的不壞﹐女的就不愛﹐如今女的都親自壞開了﹐求

                                                              
7 從前江浙某地的娘們跟人打架使用一種掌法﹐出手前先伸手在自己褲襠裡摸一

把﹐這樣的巴掌據說抽哪張嘴哪張嘴歪﹐扇哪顆頭哪顆頭禿﹐原以為早失傳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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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期的小公雞們只好更上層樓﹐一個個也不知用什麼方法把嗓子

接到了直腸上﹐然後雞鳴不已﹐叫得特別有氣氛。 

就這樣﹐由眾醜星帶隊﹐外加“王二”及其走狗“三兒”了“四

兒”的﹐“真小人”們前呼後擁著價值中國向野生動物園浩浩蕩蕩

進發。記得 1993 年﹑1994 年有家文化出版公司招兵買馬﹐公司負

責人是某大報的副總編﹐在跟應聘者接談的小會上﹐有位年輕人提

了一個最好別讓公安局知道的創意﹐得到了這位老同志的激賞﹐說

就需要這種“野”性子﹐還特別註明不是“野蠻”的“野”﹐是“野

逸”的野。隨著股票﹑彩票﹑期貨的登陸中國﹐經濟生活帶動著社

會生活日益賭場化﹐敢賭服輸﹑早上昇空晚上墜毀的野生賭徒前仆

後繼﹐層出不窮﹐沈太福﹑牟其中﹑楊百萬都是其中的樣板。許多

人提起這路人都是一臉的“價值中立”﹕嗨﹐最後一把沒玩好唄。 

 

 

“注意力經濟”或“眼球經濟”的說法大約在 90 年代末開始

流行。做買賣從來都要吸引眼球﹐勾引耳朵﹐過去北京胡同裡磨剪

磨刀的師傅都能把叫賣聲叫得和詠嘆調差不多。不過這回的“注意

力經濟”確有它自己的特點和重點。在生產﹑流通過程中﹐注意力

經濟專寵流通環節﹔在流通的各部件中﹐它最愛揚聲器 — 就好像

那是楊玉環。這種經濟取消了生產和營銷之間的平衡﹐使得名與實﹑

內容與包裝嚴重背離。不在地裡土裡種瓜澆瓜﹐盡在十字街頭誇瓜

讚瓜﹐這樣的“經濟”屬於渴瘋了拿著汽油當汽水的市場經濟。 

90 年代後期自由放任的市場及其注意力經濟對人心的再造很

難估量。不過看一看相關的樣板人﹐可以使我們得到一個大致不

錯的印象。從前當樣板人﹐多出於歷史的選擇﹐而絕少出於個人

的意願﹐因為在一個是非善惡標準尚存的社會裡﹐出大名也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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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著跌大跤。8 而在只認絕對值不管正負號的注意力經濟階段﹐樣

板人就不是相似於而是全等於點擊率﹑排行榜﹑魅力指數即人民

幣了。所以由大眾文化推出或者乾脆說從大眾文化奔出的樣板人

便不是一個兩個而是一片﹐從衛慧綿綿到木子美到流氓燕到芙蓉

姐姐……白花花一大片。眾姐妹你追我趕﹐用聽著瘮人的叫床聲

演繹“當妓女不丟人﹐當不上名妓才鬱悶”的時代最強音。 

注意力經濟階段的積極分子雖然不分性別﹐但成為樣板的鉅

星卻不知為什麼為芙蓉姐妹所包攬。或許﹐這時候女色作為最大

的看點﹐她們的肉體勢必成為各種意義的托盤或包裝﹐就像車展

悍馬前蓋上曲裡拐彎的女模。這就坑苦了眾多的芙蓉兄弟。芙蓉

兄弟論幹勁﹑機敏﹑勇氣﹑才具只在芙蓉姐妹之上而不在她們之

下﹐卻因為純生理結構上的原因而不能獲得她們那級別的關注度

和點擊量。芙蓉兄弟自吹自擂自殘自毀﹐什麼造型都做了﹐什麼

口號都喊了﹐什麼主義都加盟了﹐明明是這個時代最親的兒子﹐

卻老也攤不上這個時代最美的差事。這類性別不平等﹐不知女性

主義專家他日能否有所點評﹖ 

 

 

市場經濟確為中國的發展注入了鉅大的生機與活力。繼中國

革命之後﹐它使中國文明的現代復興再上一個臺階。如何在發揮

                                                              
8 前面說的劉曉慶沿著《我的路》一直走進 90 年代末的班房﹐原因是偷稅漏稅。

不過她這一個跟頭卻實實摔在了錢堆裡。媒體的聚光燈頓時把她呆的號子照得雪

亮﹐連她沒上妝的皮膚﹑來不及染黑的頭髮都照得一清二楚。由於名聲大振﹐廣

告公司﹑電影公司循聲而至﹐人還沒出獄﹐廣告協議﹑演出合同就都等著她簽字

蓋章了。像《上海寶貝》這類書遭禁﹐我都懷疑是因為作者在主管部門託了關係﹐

結果一禁就禁出了注意力經濟。另據說有位行為藝術家﹐打算實施百分百紋身﹐

把自己變成一尊青銅器。不這樣便成不了關注焦點﹐也就掙不到本幣和外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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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長處的同時避免其同樣鉅大的破壞性﹐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

題。以往二三十年中﹐中國在社會關係﹑道德人倫方面付出了沉

重的代價。好在中國文化具有強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能力﹐

這不僅見證於我們漫長的古代史和激蕩的近代史﹐十年來中國文

化思想界對市場負面影響的強烈反彈以及近年來政策上的相應調

整﹐都明確無誤地說明了這一點。 

其實就人心而言﹐克己﹑利群的價值觀並沒有被來勢洶洶的

市場大潮掃蕩出局。它只是暫時撤離了語言的高樓大廈﹐退守到

本能和潛意識的地下室﹐在大大小小的危急關頭一躍而出﹐宣佈

其頑強的存在﹐就像 2008 年的 3﹑4﹑5 月間。就樣板人而言﹐這

些年也發生了一些積極的變化。在“偽君子”狼狽出局﹑“真小

人”獨步紅地毯多年之後﹐真君子已開始重返大眾文化。就如這

次汶川大地震﹐雖然中國社會看來還沒有準備好接受譚千秋以及

其他與市場邏輯背道而馳的真君子做時代的楷模﹐但範跑跑這樣

的真小人﹐雖然經過了從頭到腳的理論紋身﹐已差不多成為反面

教材了。再如比爾‧蓋茨﹐中國的資產階級雖然還沒有多少人打

算效法他的為富能仁﹑化私為公﹐但從百姓到媒體﹐已經開始期

待這樣的樣板人了。前一向公眾對富人階層救災捐款數目的異常

熱心﹐便反映了社會對資本的歷史性要求。 

有五千年傳統的中國文明在接受市場改造的同時﹐也在對市

場進行改造﹐這個雙向互動的過程還在進行當中。在未來的若干

年裡﹐被改造的市場和被改造的中國也許會推出能帶領中國完成

自我重建並改寫世界歷史的樣板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