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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壇的“華盛頓共識” 

 

 
所謂“華盛頓共識”﹐是指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由美國推行

的後冷戰秩序﹐既是指一種政治﹑經濟和文化模式﹐也是指發展

中國家必須走美國式道路的這樣一種觀念。 
2009 年 4 月 2 日的 G 20 會議上﹐東道國首相布朗一上來就宣

佈“華盛頓共識過時了”﹐一個新時代開始了﹐很奪人眼球。從

電視上看﹐布朗似乎並非故意嘩眾取寵﹐而是神態悲愴語氣絕決。 
然而這個觀念真的過時了嗎﹖起碼在中國還沒有。證據之一就

是最近克魯格曼來華演講﹐國內媒體報道說﹐克魯格曼“馬不停

蹄”地造訪了北京﹑上海﹑廣州﹐與一批“中國頂級經濟學領袖風

雲論劍”。他的追隨者們﹐面對當前的金融危機﹐以及全球經濟的

未來走勢﹐非常想從他那裡聽到一些對中國經濟改革模式有利的

話。但是﹐國內媒體的報道又說﹐在這一週的時間裡﹐克魯格曼“幾



乎激怒了所有與之謀面的學者和專家”﹐“他發表的每一個論調都

遭致在場中國學者的強烈質疑與不滿。在中國專家學者向克魯格曼

說到中國的“貿易盈餘”時﹐克魯格曼回答說﹕“一個國家還處於

相對比較貧窮的快速發展的階段﹐卻成為資源輸出國﹐這是不多見

的。中國增長快速﹐內部的需求也會很大﹐比如醫療體系還不健全﹐

基礎設施建設還不夠完備﹐完全可以把錢用在國內﹐為什麼一定要

生產那麼多產品輸出到海外呢﹖”這番話直接針對就是中國長期

實行的外向型經濟﹐應該說﹐克魯格曼戳到了中國經濟的痛處。然

而﹐外向型經濟在中國成為主要發展模式﹐就是這一批經濟學家按

照美國老師的意願﹐為中國設計的發展道路。現在連老師都認為沒

必要這樣做﹐看來“華盛頓共識”確實應該拋棄了﹐可他的追隨者

們卻憤怒起來了﹐堅決不答應。不答應不是因為熱臉貼了冷屁股﹐

而是害怕失去在國內的話語權。 
有人說﹐五四以後第一個 30 年是解決挨打問題﹐第二個 30

年是解決挨餓問題﹐第三個 30 年是解決挨罵問題。打開今日中國

各類主流媒體﹐所有的話題幾乎都是追隨在西方媒體的身後﹐人

家指責什麼我們就要討論什麼﹐從普世價值到民族問題﹐從美國

經濟見底到國內房地產高漲﹐連美國總統的新環保政策也能在中

國股市製造一個“低碳經濟板塊”。中國的各個領域﹐自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一直居於法統道統地位的正是這個“華盛頓共識”﹐

它已經成為中國的新意識形態﹐也是中國當代文學的理論前提。

拋棄了它就等於拋棄了某些人的通靈寶玉。 
放在全球視野中觀察﹐“華盛頓共識”其實就是資本全球化

的內在要求﹐它既不是一種文學話語﹐也談不上一種學術研究﹐

而是一項帝國戰略。它爭奪的是文化領導權﹐是批評話語權﹐可

以說它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它在文壇的表現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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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虛無主義的歷史觀。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

切事實都不過是一種陳述”﹐反對事物的客觀實在性。90 年代以

後中國作家精神生活發生的變化就隱含在這種表述裡﹐所謂歷史

終結了宏大敘事解體了成為最流行的精神姿態﹐只要仔細辨析就

可發現﹐這種表述正是戈培爾“謠言重複一千遍就是真理”的翻

版。 
其實在中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並不是真的“虛無”﹐而是

以虛無的文學姿態達到非常實在的目的。所謂“告別革命”論﹐

既是這種思潮的集中表現﹐又是它不加隱諱的真實目的。在論者

看來﹐中國革命只起破壞性作用﹐沒有任何建設性意義﹐更談不

上必然性合理性。一些人拚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禍害”﹐

所謂“革命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殘忍﹑黑暗﹑

骯髒的一面﹐我們注意得很不夠”。歷史虛無主義在糟蹋﹑歪曲

歷史的時候﹐卻聲稱自己是在進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實現所

謂“研究範式”的轉換。似乎只要戴上文學光環﹐就能名正言順

地抓住歷史表達的話語權﹐中國革命就再也不具有正當性了。在

劉再復《告別革命》一書迅速獲得主流思想界推崇的情況下﹐創

作與批評中的顛覆歷史之作就一波接著一波﹐其核心內容就是

“去政治化的政治”﹐顛覆中國人的歷史記憶﹐否定“土地兼併

必然導致幾百年一次的農民起義和王朝更迭”的歷史結論。中國

農民問題和土地問題是解讀中國歷史的一把鑰匙﹐也是中國革命

合理性的基礎。否則我們就無法理解弱小的共產黨何以戰勝了強

大的國民黨﹐也無法理解國民黨政府何以剛到臺灣就匆匆忙忙地

推行“三七五減租”和土改。這股虛無主義思潮來自海外﹐通過

臺灣香港逐步在大陸滲透﹐起初還是“人生無常個人幻滅”式的

感慨﹐逐漸便發展為對革命本身的否定。起初還是夏志清“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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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式的為個別作家翻案﹐逐步發展為王德威“沒有晚清何

來五四”式的對一個時代的質疑﹐最終就變成李歐梵“民國海上

花”式的殖民地讚歌了。表現在文學創作和批評中﹐就是通過“個

人化的歷史”﹐“虛無感的歷史”﹐“戲說歷史”﹐來替代客觀

實在的真實歷史。當這些論調成為了主流共識﹐成為了文化藝術

的內在價值﹐文化領導權也就被徹底顛覆了。在一些人看來﹐僅

僅否定文革是不夠的﹐只有徹底否定了土改和革命﹐才能否定毛

澤東和孫中山﹔進而否定兩千多年來的農民起義﹐才能否定中國

革命的合法性基礎﹐否定被壓迫人民要求平等渴望解放嚮往尊嚴

和自由的歷史正當性。其實說白了﹐這不過是為迎合盎格魯‧撒

克遜們的“中國觀”﹐滿足他們對中國人落後野蠻自私愚昧的想

像﹐為侵略和殖民辯護﹐為壓迫和剝削遮醜﹐最終把人民英雄紀

念碑推倒﹐把李鴻章袁世凱慈禧太后請回來。 
二曰精英主義的審美觀。認為頹廢才是 20 世紀中國文學的美

學特徵﹐主張順民奴才人格和後現代貴族式的孤獨﹑焦慮和優雅﹐

排斥反抗型人格﹐更反對感時憂國的精神傳統。 
與虛無主義歷史觀相聯繫﹐文革以後中國文學的主流審美觀

念也出現了根本性的逆轉。知識分子揮之不去的文革怨毒心理與

全面否定百年文學歷史進而否定中國革命史的政治思潮結合起

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審美虛無浪潮﹐甚至認為中國沒有出過真

正的詩人（劉再復認為﹕中國文學史上只有陶淵明一個詩人）。

當否定文革進而否定中國革命的思想邏輯需要時﹐曾經致力於反

共宣傳的美國人夏志清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就順理成章地在大

陸流行起來。夏志清力挺的張愛玲則成了中國文壇的美學樣板﹐

張愛玲的“當老百姓的就要守住自己的‘人性’和‘日常’﹐人

生不要太飛揚﹐要安穩”﹐就成為了經典美學標準。“頹廢”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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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百年文學史的美學特徵﹐革命不過是感時憂國的“精神弊

端”— 夏志清這些並非學術的思想邏輯居然成了社會主義中國

當代文壇的審美法則。其實夏志清力挺張愛玲真實意圖從一開始

就是政治﹐並不是什麼純文學。比如他認為“20 世紀最偉大的中

國小說是《秧歌》”﹐就是一部完全沒有藝術含量的拙劣之作。

當然在大陸宣傳《秧歌》這樣的小說是沒有說服力的﹐於是就籠

統地宣傳張愛玲的所謂“悲涼”。順便說一下﹐我並不認為以意

識形態劃線是合理的﹐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如《金鎖記》是應該肯

定的﹐前 30 年的現代文學史敘述中不提或少提張愛玲沈從文並非

科學的審美。反過來也一樣﹐後 30 年用張愛玲來否定現代文學史

上幾乎全部優秀作家則是玄學的審美了﹐因為二者使用的是相同

的思想邏輯。熟悉現代文學史的人都知道﹐即使在孤島文學時期﹐

與張愛玲齊名的﹐南有蘇青北有梅娘﹐無論當時的影響力還是作

品的實際藝術含量﹐都不在張愛玲之下﹐為什麼張愛玲的影響這

麼大﹖原因就在於張出走香港後接受了美國中央情報局香港新聞

處的津貼﹐寫出了歪曲土改的《秧歌》和《赤地之戀》。所以夏

志清的所謂審美現代性並不是一個美學問題﹐而是一個不折不扣

的政治陷阱。這種精英主義的審美觀說白了就是﹐維護一切統治

秩序所需要的上等人趣味﹐抹殺一切草根階層作為人的尊嚴和情

感。正如一位先鋒批評家所歸納的﹐“現在就是要回到民國去。” 
三曰技術主義的文學觀﹐或曰本質主義的文學觀。在上述歷

史觀和審美觀的思想邏輯下﹐所謂“小說是語言的藝術”﹐“詩

到語言為止”﹐“一切意義都是一種表述”﹐“文本即世界﹐世

界即文本”等等說法便流行開來﹐反對當代文學與當代的真實生

活發生聯繫。 
發軔於 20 世紀 80 年代的純文學思潮強調文學自律性﹑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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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文學本身這些口號曾經起到過推動文學進步的作用。但到 90
年代以後這些曾經進步的主張幾乎成了批評界惟一的話語方式﹐

即所謂“先鋒性”。也就是要以模仿歐美現代派藝術為最高目的﹐

誤以為現代派藝術就等於現代化藝術﹐代表了先進和潮流﹐非如

此就不能“與世界接軌”。其實這些藝術主張在智性上的反理性﹑

道德上的犬儒姿態與感性上的快樂至上﹐即便在西方最鼎盛時期﹐

也沒有逃脫過有識之士的嘲諷批判。在 80 年代﹐我們都以為文學

進步是和物質生產﹑技術進步相匹配的﹐把西方的一切想像為文

明和先進﹐把自己想像為野蠻和落後﹐中國文學沒有走向世界是

因為技不如人﹐人家都用刀叉了咱們還拿筷子﹐可以理解。然而

時至今日還在堅持這樣認識則是閉目塞聽頑固不化了。至於把小

說僅僅歸納為語言藝術的說法﹐則是把工具當作了它本身。有人

喜歡引用雅各布森對文學的定義﹐認為文學的本質就是字詞句的

排列組合﹐一個語言學家從語言的角度來理解文學是有其學科理

由的﹐因為他的對象就是語言技巧。而作家批評家這樣理解文學

則是荒謬的﹐混淆了語言學和文學是不同學科的常識。這就好比

把工業說成機器的產業﹐把農業說成鋤頭在勞動一樣可笑﹐這樣

一來就抹殺了小說與其他文藝樣式的質的規定性﹐與相聲﹑評書﹑

話劇等等無法區別開來。小說不僅僅是語言的藝術﹐它更是以語

言文字塑造形象的藝術﹐是關於社會生活和作家情感的藝術。衡

量小說的藝術性是需要聯繫小說的效果來考查的﹐而不是看它舉

著什麼主義什麼派的大旗。小說對表現對象實現的程度才是衡量

藝術性的標準﹐實現得越徹底越複雜越豐富﹐它的藝術性也就越

高﹐反之亦然。本來這是個常識﹐現在卻被技術主義的文學觀故

意把水攪渾了。事實上﹐即使在這些技術層面﹐自詡為“先鋒”

的批評家們至今也沒有歸納出一條公認的新敘事技巧﹐沒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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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成為我們今天的範式文本。我們至今仍在沿用的現代敘事技

巧﹐諸如“敘事時間”﹑“敘事視角”﹑“敘事結構”﹑“注重

情調氛圍”等等經驗都是現代小說在一百年裡積累的成果。那些

已經著名的先鋒作家﹐其成功的作品無一不是借助影視傳播獲得

影響力的﹐其使用的方法也無一不是傳統現實主義技巧。而那些

被認為後現代小說的“人物符號化”﹑“故事寓言化”﹐以及“偶

然性結構性”﹑“戲仿與拼貼”等等敘事方法﹐在中外古代文學

史上比比皆是﹐早在黑格爾的時代就他被譏諷為“上半身變成了

美女﹐下半身還是魚”的藝術發育未完成品種。需要指出的是﹐

技術主義的文學觀在中國文壇流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是被“先

鋒批評家”們長期詆毀真實性嘲笑思想性逐步誘導出來的。多數

作家渴望通過技術改進﹑追求個人藝術境界的努力是正當的﹐與

推行“華盛頓共識”的動機有著本質區別。我們當然應該向任何

人學習一切有益的知識和經驗﹐但學習的目的是為了壯大自己﹐

而不是取消自己﹐更不是把中國文學變成西方觀念的貼牌產品。 
在此基礎上﹐伴隨著中國文壇精英化的進程﹐近 20 年一直盛

行著“歷史終結論”﹑“後現代論”﹑“宏大敘事解體論”﹑“小

事崇拜論”﹑“形式進化論”﹑“人性發現論”“範式轉換論”

等等論調﹐而且一直以“純文學”的話語方式活躍著主流著﹐只

不過近兩年﹐這些論調會隨著氣候冷暖換換馬甲。 
這些主張實際上已經貫穿了 90年代以來中國文壇最主流的文

學創作和批評活動﹐形成了心照不宣的“華盛頓共識”﹐已經把

這一套當作規則﹐當作秩序﹐誰膽敢突破這個邊界立刻受到圍攻。

比如涉及到歷史的必然要為侵略和殖民辯護﹐涉及到現實的必然

要為壓迫和剝削辯護﹐涉及到當下生活的必然是“逃避”和“穿

越”。千篇一律的批評話語則是把這種惡搞當作“藝術”﹐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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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實感和嚴肅思考進行嘲弄。這種不參加思想建構和時代精神風

貌建設的文學批評實際上已經取消了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在個別

批評家那裡﹐為了強調這個立場﹐不僅不要學識﹐不要邏輯﹐甚

至取消了常識﹐把年齡﹑性別﹑出身經歷統統拉進文學評判中來。

更有人以所謂的“代際差異”來評判文學優劣﹐這無異於文革時

期以家庭出身來劃分紅五類黑五類一樣荒唐。 
進入 90 年代以後﹐新的社會課題﹑歷史現象層出不窮。80

年代的文學批評範式賴以存在的那些具體的歷史語境﹐比如庸俗

社會學﹑政治功利性等等﹐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遺憾的是﹐

在歷史劇烈變遷的時候﹐在中國社會與人的精神生活出現諸多異

常複雜尖銳問題的時候﹐在社會各界面對複雜的社會現實都進行

反思的時候﹐很多文學批評家並沒有介入到這些思考當中去﹐而

是封閉於 80 年代所建構起來的那套知識資源﹐已經無力對人們迫

切需要瞭解的當代生活的複雜性提供任何有價值的闡釋。他們迴

避真實問題﹑主動躲進書齋的做法﹐不僅使他們喪失了解決精神

難題的能力﹐也使他們退出了社會價值生產的中心領域。那些 80
年代曾經進步的觀念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新的教條。這種新教條在

90 年代的文學批評實踐上的具體表現就是對學科的獨立性與自主

性的誇張性強調。90 年代伊始﹐就有批評家大力呼籲﹐以 80 年代

確立的那些觀念為基礎﹐建立以“文學本身”為本位的學科規

範。甚而還正式提出了當代文學批評的經典化問題﹐建議將當代

文學批評變成某種斷代文學研究﹐確認自己的“邊界”﹐在學科

類型上向古代文學﹑現代文學研究看齊。可以說﹐在整個 90 年代﹐

學科的自律性訴求逐漸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的主流聲音﹐專業化和

知識化成為相當一部分批評家獲得相互認同的依據。批評界逐漸

形成了一個默認的潛規則﹕只有在自己的邊界以內進行的批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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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才是正當的﹐如果超出了自己的邊界﹐所獲得的成果則不具

有合法性。學科的邊界圈定以後﹐批評家們又紛紛開始在其中認

領自己的領地。有的人按照體裁來認領﹐諸如小說﹑詩歌﹑散文﹑

影視﹔有的人按照年代來認領﹐諸如十七年文學﹑新時期文學﹑

新世紀文學﹔此外﹐還有人按照作家﹑地域﹑流派來認領﹐不一

而足。這種在大地盤中再劃定小領地的做法﹐不僅使批評家失去

了全面把握社會歷史的整體能力﹐而且失去了對社會發言的知識

前提。最終造成的局面是﹐十幾年下來﹐批評界已經出現了一批

貌似形式規範的“學術著作”﹐但曾經的思想鋒芒和藝術敏銳卻

大面積消失了。原本是科學審美的文藝批評﹐逐漸演變為玄學審

美﹔原本是文藝理論和文學史知識的闡釋者﹐卻比作家還愛談感

性愛談“藝術”﹐尤喜飛來飛去“指導”作家創作﹔曾經站在思

想前沿的文學批評只能內部生產著自我撫慰﹐以沒有思想為榮﹐

甚至演變成為影響時代精神演進的一種負面力量。 
面對急遽分化的中國現實﹐文學還有沒有作為﹖文學究竟是

一種文字技術操練還是思想感情的表達﹖我們對此是作出歷史的

解釋還是道德的解釋﹖把世界理解為人與人之間的分配關係﹐還

是物與物之間的交換關係﹖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制度的安排

還是個人的命運﹖底層和上層﹐勞動和資本﹐究竟是不是“一根

藤上的苦瓜”﹖這些﹐可能都是嚴肅的知識分子必須回答的時代

課題。一般而言﹐對文學存在多種多樣的理解和認識並不是壞事﹐

可以有華盛頓認識﹐倫敦認識﹐巴黎認識﹐它有利於創作的平等

競爭﹐有利於文學發展的多元化。但中國的情形有些奇怪﹐“華

盛頓共識”經由體制性放大﹐不但通過 20 年的大學文學教育滲透

到了方方面面﹐而且已經成為了一種新的官方意識形態﹐成為一

種影響文學發展﹐甚至影響社會進步的壓迫性力量。 

 9



新世紀出現的底層文學思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華盛

頓共識”作出的一些回應﹐也在國內外產生了一些影響。底層文

學的概念如同眾多文學概念一樣不是那麼準確﹐但它是中國作家

在 80 年代以後首次大規模地面對社會公共事務發言﹐也在審美意

趣上出現了多元雜呈的訴求﹐體現出了一種新的人民性品格。底

層文學不再以權勢者和英雄明星的成功與否而悲歡﹐它把審美建

立在小人物的苦難經歷和奮鬥歷史上﹐肯定弱勢者在這個世界上

的一切存在價值﹐讚美他們為尊嚴和自由而付出的所有努力。它

拋棄貴族精英式的審美趣味﹐把諸如雅正﹑精緻﹑頹廢等美學範

疇統統納入到更加歷史化的審美要求中來﹐強調真實感﹑現場感﹐

重新肯定勞動﹑力量﹑激越﹑粗獷的美學價值。但底層文學就總

體而言﹐聲音微弱。原因在於中國文壇曾經貫穿百年的“歷史的

美學的”文學觀念逐漸式微。就目前而言﹐底層文學也正處在被

主流文化改造規範的過程當中﹐它的核心價值正在被“底層溫暖

主義”﹑“底層浪漫主義”所消解。 
然而﹐歷史並沒有也不可能被終結﹐五四以後的第四個 30 年

已經在我們面前展開﹐“華盛頓共識”已經被英國首相拋棄了﹐

已經被美國總統放棄了﹐卻要在中國落地生根﹖對於一個有著 60
年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歷史記憶的民族﹐它意味著什麼﹖我們都

看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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