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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批判功能
———兼论文学创作中历史与道德的几种关系模式

□ 陶东风

一

作家、 艺术家当前所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不

是一个技术的问题、 技巧的问题， 也不是单纯的审美或艺

术的问题， 而是一个立场的问题： 在今天这个急剧的社会

转型时期、 一个发展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主导意识形态的

时期， 人文知识分子， 尤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 艺

术家， 是站在边缘的立场上对处于中心地位的发展主义思

潮、 “发展压倒一切” 的思维方式及其实践行为进行批判

性的审视与反思， 还是不加反思地附和发展主义的思潮，
甚至把那种以牺牲环境、 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看成是值得炫耀的 “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甚至看作所

谓 “中国崛起” 的标志？ 这是摆在每一个人文知识分子面

前的严肃问题。
在我看来， 现代文化批评意义上的批判必然是在坚持

边缘与中心、 主流保持距离的情况下， 对处于中心、 主流

的思想潮流及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单维化、 一元化、 霸权

化趋势所进行的批判。 因此， 一种文化立场或理论话语的

批判性， 是以其边缘性为前提的。 任何一种社会趋势、 生

活方式、 思想潮流或文化观念， 一旦获得中心地位， 就有

可能演变为一种强势话语， 从而产生不可避免的排他性，
成为排斥边缘话语的霸权话语， 导致人类精神文化环境的

失衡。 一个时代健康的精神环境， 应当是一种各种不同甚

至对立的生活方式、 思想潮流、 价值取向多元并存、 相互

制衡、 良性互补的环境， 人文知识分子， 特别是作家、 艺

术家的使命， 就是以自己的特殊精神劳动， 自己的批判话

语， 促成这种环境的形成。 人文科学， 特别是文学艺术的

自主性、 独立性， 常常表现为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 经

济和主导意识形态保持距离， 不但不一味依附它， 相反，
要审视、 反思它们在实践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发出自己

的警醒的声音、 批判的声音， 从而在与主流话语的张力中

产生制衡机制， 促进时代文化健康的精神环境的形成， 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
落实到当前的社会现实， 我认为今天中国文化界、 思

想界， 特别是经济学界， 占据主流地位的是 “发展就是一

切” 的意识形态， 而这种 “发展” 或 “进步” 又被简单化

地理解为经济、 物质或科技的发展， 理解为 GDP 的增长。
对于这种特定意义上的发展观持质疑与批判态度的声音一

直是非常稀缺的， 至少没有形成有效的制衡。 这种情况在

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样十分普遍。 在那里， 经济的发

展、 工业化的呼声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强音。 在这种情况

下， 人文知识分子基于人文理想对于发展的反思与批判，
就彰显了它的特殊意义。

二

在与社会主潮保持距离、 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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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方面， 文学艺术界负有特别重要的使命。
中西方的现代文学艺术史都充分证明： 作家、 艺术家

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批

判， 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和人的全面发展， 它不但

不会危害现代化， 而且有助于避免现代化的偏颇。
通常情况下，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一个社会中的政治

家、 企业家以及知识分子中的科技专家、 经济学家等的声

音总是占据了主流地位， 因为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强势群

体。 而他们又常常把现代化、 把发展片面地理解为生产力

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以及物质财富的增长， 人文关怀在

他们那里即使不是完全缺失， 也不占主导地位。 在这种情

况下， 作家、 艺术家的强烈的人文关怀作为一种边缘立

场， 就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意义。 由于评价角度的不同， 作

家、 艺术家更多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 特别是生产力

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所付出的道德代价、 人文代价、 心理代

价， 从而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 “本来面目”，
反映了发展的残酷性。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 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常常呈现

二元对立现象， 物质财富的增长与人文精神的提升并不同

步甚至相互对立。 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 这种

悖论体现出历史发展的 “悲剧性”， 体现出历史维度与人

性维度的 “错位”。 西方的伟大思想家， 从韦伯、 马克思、
海德格尔， 到霍克海墨、 阿多诺、 马尔库塞、 福柯、 哈贝

马斯， 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过程在文化、 精神、 价值、
信仰方面造成的负面效应， 看到了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精神

境界的提升之间的不一致， 比如科层官僚制度对人的铁笼

式统治 （韦伯）、 工具理性的片面化发展对价值理性、 生

活世界的挤压 （霍克海墨、 哈贝马斯）、 资本主义工业化

社会中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 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导致攫

取型的原子式孤独个体 （弗罗姆、 克尔凯郭尔）、 现代科

学知识与社会控制的关系 （福柯）、 官僚制度与极权统治

的关系 （鲍曼、 阿伦特）， 等等， 现代化导致的人与自然

的分离 （海德格尔）， 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 坚决站在非

主流立场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 几乎都是反现代文明的

（反科技理性、 物质主义、 工具理性、 工业化、 城市化、
科层制度等）， 相当数量的人文知识分子也秉持这样的立

场。 西方现代派作家基本上都是对于现代化、 对发展主义

持批判或否定的立场。 这种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主流

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盲点， 因为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

以来， 经济发展、 物质进步、 征服自然、 个人主义等一

直是主导的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 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认

识和警惕社会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这些与社会发

展的主流相左的作家和作品， 并不妨碍反而增强了其思

想与艺术价值。 比如， 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

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 很难想像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

的艺术力量。

三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一个在文学创作中的一般理论问

题， 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关系问题。 一般而言， 作家

在反映与评价社会历史 （包括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 的时

候常常有两个尺度， 即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 历史尺度主

要体现为一些看得见的社会进步指标， 比如经济发展、 财

富增长、 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 而道德尺度则主要表

现为精神和心理层面的看不见的指标， 比如人性的完善、
道德的进步、 人的幸福感等等。 两种尺度的不同组合关系

可以衍生出不同的创作追求与作品类型。 其中有两个基本

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吻合模式或统一

模式， 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要么是颂歌式的作品， 要么是诅

咒式的作品。 在颂歌式的作品中， 被作家从历史角度赋予

肯定性 （或否定性） 的人物或事件， 同时也是作家从道德

角度加以赞美 （或否定） 的人物或事件。 中国当代文学

（1949~1978） 中， 这样的创作模式一直占绝对主流， 甚

至独霸了文坛。 《小二黑结婚》、 《暴风骤雨》、 《太阳照

在桑干河上》、 《不能走那条路》、 《李双双小传》、 《创

业史》、 《红旗谱》、 《山乡巨变》、 《金光大道》、 《艳阳

天》 等等， 以及所有的 “样板戏”， 全部都是这样的作品。
作品中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 同时也是道德

上的完人 （如梁生宝、 高大泉、 李玉和、 郭建光等等），
同样， 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 （注定要灭亡的 “阶级

敌人”）， 一定同时是罪该万死的恶棍 （如黄世仁、 南霸

天、 鸠山等等）。
由于这类作品在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上没有出现分裂

或悖反， 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高度一致， 因而在思想和艺

术风格上具有单纯、 明朗的特点。 这一模式虽然也产生过

一些艺术精品 （主要是一些戏剧作品）， 不应全盘否定，
但毋庸讳言， 这种单纯与明朗常常是建立在对于历史、 社

会特别是人性的简单化理解上， 它人为地掩盖、 至少是忽

视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悲剧性二律背反 （即历史与道

德的悖反、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悖反、 生活世界与制度

系统的悖反） 现象， 慷慨地甚至是廉价地、 不负责任地赋

予历史发展以人文道德与价值上的合法性， 廉价地不负责

任地为发展唱赞歌， 客观上起着美化现实、 掩盖历史真相

的作用； 同时， 这种创作模式也忽视、 掩盖了人性的复杂

性， 人的道德品质与他 （她） 的历史命运之间的悲剧性悖

反 （好人、 君子没有历史 “前途”， 而坏人、 小人倒常常

成为历史的弄潮儿， 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可悲事

实）。 由于看不到历史与人性的悲剧性二律背反， 所以在

这些作家的笔下充满了一种廉价、 浅薄的乐观主义， 一种

简单化的历史与道德的人为统一。 仿佛历史的进步总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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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道德的进步以及人性的完善， 我们的选择总是十分简单

的： 追随所谓的 “历史潮流” 即可， 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

就是道德上的完善过程， “好人” 必然、 而且已经有好

报， “坏人” 必然、 而且已经被钉在 “历史的耻辱柱”
上。 考虑到 “文革” 时期关于 “历史规律” 的阐释权被垄

断在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某些人手里， 因此， 作家追随 “历

史规律” 实际上不过是以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口号为规

范， 为此不惜违背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和道德立场。

四

第二种模式是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的错位模式或二元

对立模式， 它所产生的是挽歌式的作品： 夕阳无限好， 只

是近黄昏， 美好的东西即将消逝， 具有道德合理性的人或

事， 失去了历史的必然性， 处于被历史淘汰的地位； 而具

有历史必然性的人或事， 又恰恰缺乏道德合理性。 要想成

为挽歌歌唱的对象， 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既是美好的 （否

则不值得哀悼）， 又是短暂的 （否则用不着哀悼）。 挽歌是

混合了留恋、 哀悼、 无奈、 感伤等情感符号而成的感受，
是最有哲学意味的审美感受。

挽歌式作品看到了并且勇敢地正视人类社会中出现的

历史与道德的悲剧性二律背反， 看到了历史的所谓 “进

步” 付出的常常是良知、 正义和诗意感情的代价。 正因为

这样， 伟大的思想家与作家、 艺术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总

是充满剪不断、 理还乱的愁绪与悲悯， 他们常常既不是简

单、 天真地让历史发展服从自己的道德目标， 也不是 （或

者说更不是） 简单地认同历史的所谓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发展规律”， 化身为历史的代理人、 代言人， 为历史

发展唱廉价的赞歌。 他们诚然也知道历史常常 “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 历史的潮流 “不可阻挡”， 文人的 “悲鸣”
很难抵挡住历史前进的铁蹄， 这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凝重

的悲剧感和悲壮感， 他们并不缺乏历史意识； 但是他们决

不简单认同所谓历史的 “铁律”， 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记录

了历史发展的代价， 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悲剧性悖反。 他们

的社会历史见解有时是反潮流的， 甚至是 “反历史” 的，
至少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导趋势以及关于发展的主流话

语有些错位乃至相悖： 历史所淘汰的一切都应该淘汰吗？
这又使得他们的作品充满悲悯情怀。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都不难发现， 此类对历史发展

唱 “反调”、 唱挽歌的作家作品。 挽歌是专门献给夕阳的，
朝霞与挽歌无缘。 夕阳虽美， 已近黄昏； 已近黄昏， 更显

奇美。 美得深沉， 美得让人心碎。 它没有 “历史” 前途，
但具有道德正当性与审美价值， 从而让作家梦萦魂绕， 悲

从中来。 既有历史前途又有道德正当性的东西只能产生颂

歌， 没有历史前途又缺乏道德正当性的东西则只能产生咒

语。 它们都产生不了挽歌。

中外历史上的许多不朽之作都是这样的挽歌模式。 比

如， 曹雪芹的 《红楼梦》 写出了封建社会必然衰落的历史

命运， 但是作者对此感到无限的怅惘与惋惜。 曹雪芹固然

没有因为留恋自己熟悉的封建社会而篡改其没落的历史命

运， 更没有因其行将就木而将其从历史中驱逐了事； 巴尔

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 恰恰是作者深刻同情

的对象， 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 （如拉斯蒂尼） 则被描述

为惟利是图的恶棍。 这大约正是恩格斯欣赏巴尔扎克的原

因 （恩格斯称之为 “现实主义的伟大力量”）： 一方面， 他

忠实地写出了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的历史趋势， 但是另

一方面， 他的所有同情又恰好在那些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

贵族身上。
中国古代一直不乏挽歌式的佳作， 比如 《史记·项羽本

纪》， 《长恨歌》 （当然还有 《红楼梦》） 等等。 进入新中

国后， 挽歌式作品逐渐减少乃至完全消失， 大约因为它对

历史和道德所持的背反式思考方式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内

在的紧张和对立之故。 在新时期文学中， 挽歌式作品一度

大量出现， 比如李杭育的 《最后一个渔佬儿》、 《沙灶遗

风》， 王润兹的 《鲁班的子孙》 等， 就是属于挽歌式作品中

的佼佼者。 它们都在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之间 “徘徊”， 并

保持了内在的张力。 《最后一个渔佬儿》 描写一个年老的

渔佬儿固执地坚持用原始的、 前现代的工具和方式打渔，
他跟不上、 也不想跟上时代历史的发展 （具体体现为打渔

方式和工具的 “现代化”）， 迷恋原来的打渔方式与工具，
更主要的是不愿放弃与这种方式、 工具内在联系在一起的

生活方式。 在一个现代化的捕鱼工具与捕鱼方式的挤压下，
在人们都追赶现代化的时代浪潮下， 这个最后的渔佬儿好

像显得过时了， 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不那么 “与时俱进”，
但他顽强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精神， 又显得非常可贵。
这种坚持显示了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 《鲁班的子孙》 写

一对木匠父子， 老木匠为人正直， 道德高尚， 人格独立，
从不跟风， 在市场经济时代也不惟利是图； 但是另一方

面， 他又顽固坚持原始的家具制作方式， 从历史发展的角

度看， 似乎在时代的大潮面前显得很落伍了， 甚至有些冥

顽不化。 而他的儿子小木匠则是一个聪明机灵顺应历史潮

流的弄潮儿， 他及时改用了现代化的工具和家具制作方

式， 结果生意比他的老爸好得多。 但他也沾染了市场社会

斤斤计较、 惟利是图的习气。 在道德上作者明显地否定这

个形象。 这两部作品都表现了历史进步与道德关怀的错位

和 “对峙” 状态， 作家既不放弃历史理性的维度， 写出了

历史的客观趋势， 但也决不为了迁就历史而放弃道德和人

文的维度。 这使得作品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张力： 在特定的

历史时期， 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事或人并不必然都具有道德

合理性； 而反过来， 具有道德合理性的事或人， 却常常失

去了历史的合理性， 被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抛在一边。 这

样的二元对立模式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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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著名作家拉斯普金的 《告别马焦拉》 也是这样

的挽歌式作品。 马焦拉是安加拉河上一个小岛。 春天时

节， 马焦拉岛上的人们怀着不同的心情等待一件事情的发

生： 这里要修建水电站， 水位要提高几十米， 全岛都将被

淹没。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 这当然是一件好事。 在小说

中， 这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隐喻。 赶浪潮的年轻人站在历

史理性一边， 他们渴望现代化的新生活， 渴望离开这个

“落后的” 小岛过更富有、 现代的日子。 作家并没有一概

否定他们这种弃旧迎新的生活态度， 但作家更带着深刻的

同情写出了老年人的失落， 他们在怀旧， 他们无法割舍自

己对于这一片土地的感情， 无法斩断其与这片土地的联

系。 要知道， 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 岛上的一草一木

都是那么亲切、 温暖、 不可或缺、 不可替代； 这里有他们

绿色的森林， 有他们宁静的家园， 有他们的初恋之地， 有

他们眷恋着的一切。 达丽亚大婶对她的孙子安德烈说： 你

们的工业文明不如旧生活安定， 机器不是为你们劳动， 而

是你们为机器劳动， 你们跟在机器后面奔跑， 你们图什么

呢？ 作者同情、 理解这些怀旧的人， 认为他们 （她们） 的

怀旧情绪是美好的， 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 作者在历史理

性与人文关怀中徘徊， 在 “新” 与 “旧” 中徘徊。 新生活

必然要取代旧生活， 然而旧生活就一定没有价值吗？ 伟大

的艺术作品总是告诉我们： 事情不是这样简单。 现代化的

生活不是所有人都向往的， 也不是完美无缺的。 历史的复

杂性常常体现在： 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东西并不都具有道德

的合理性， 而注定要被历史淘汰的也不都是没有合理性

的。 现代化为我们带来的绝对不是完美的天堂。
在这里， 我们要再一次回到人类历史的悲剧性二律背

反的问题。 历史之所以呈现悲剧性的二律背反， 是因为两

个同样是正面的价值、 同样具有合理性的要求 （如物质发

展与道德完善、 现代化城市化与美丽宁静的田园风光） 在

特定的历史时期常常却不能共存， 必须牺牲一方才能发展

另一方， 它们之间呈现出悲剧性的对抗。 这也就是黑格尔

说的 “悲剧” 的含义。
在这种情况下， 历史的发展总是出现合理性与不合理

性共存的现象。 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 站在被历

史主潮所忽视或压制的那个边缘一方， 让人们看到历史主

潮的合理性背后的不合理性。 这样做的目的从根本上说不

是彻底否定这个主潮， 而是纠正主潮的片面性， 使之更加

完善。 值得说明的是， 上述对于历史的道德主义与审美主

义批判是有条件的。 只有当经济发展、 物质发展成为一个

社会中主导的思想意识， 科学技术与工具理性已经成为霸

权， 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成为思想界的中心时， 反现代化的

道德主义与审美主义才具有批判的意义与功能。 根据这样

的标准， 我们不排除在特定的时期， 道德主义、 审美主义

的思潮或文化话语本身也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潮或

强势话语， 这个时候， 它同样应该受到知识分子的反思、

质疑与批判 （“文革” 时期好像就是这样的情况）。

五

值得注意的是， 在二元对立模式中， 作家的历史评价

和道德评价达到了相互平衡， 作家虽然在道德和审美的角

度并不认同在特定时期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对象， 但是并不

因为这种主观的道德偏向而走向对历史发展的激进抗议，
它表现为一种情绪上和审美上的节制， 或者说， 它因为情

绪上的节制而达到了审美上的距离： 白居易一方面对于李

杨爱情表示同情和惋惜， 但并没有在政治上、 社会上美化

他们， 没有因为自己的道德同情而丧失历史意识。 《史

记·项羽本纪》 也是这样的情况。
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在发现了历史和道德的悖反

后， 作者的道德激情极大膨胀， 完全置历史理性于不顾，
失去了写作应该有的审美距离和情感节制， 走向对于历史

发展的非理性控诉， 使得小说成为自己道德义愤的宣泄。
张炜、 张承志在 1990 年代写的小说和散文就有这样的弊

端。 张炜的 《柏慧》 虚构了一个被称之为 “葡萄园” 的世

外桃源， 那里的生产方式落后， 人际关系简单， 人心纯

朴， 人性完美。 很明显， 这是一个桃花源的当代翻版。 想

不到不久之后， 这里突然响起了推土机的轰鸣声， 一个老

板买下了这片土地并将开采地下的矿产， 葡萄园中的宁静

生活被打破， 葡萄园即将消失。 如果作家能够冷静地写出

矿产开发 （比喻现代化） 给葡萄园可能带来的人性和道德

方面的负面影响， 通过细节表达自己的人文忧思， 可能会

使小说成为一个非常感人的挽歌式作品。 但由于作者无法

克制自己的道德义愤， 在作品中大段大段地宣泄自己的道

德义愤， 不但无法保持一种宁静的挽歌式情调， 反而使得

这部小说成为简单的道德宣言。
还有一种模式和上述介绍的三种模式都不同， 属于历

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同时缺失。 这类作品是新世纪所谓

“玄幻文学” 的一个鲜明特色： 完全悬置价值评价， 既没

有历史评价， 也没有道德评价。 玄幻文学的价值世界是混

乱、 颠倒的或者是缺位的。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在

《西游记》、 《封神榜》、 《聊斋志异》 等神怪小说中， 还

是在 《魔戒》、 《指环王》 等西方魔幻文艺中， 虽然免不

了妖魔鬼怪， 但道德天平是稳定的， 小说中魔法妖术的使

用仍然在传统道德价值的控制之下， 作者描写魔法的目的

不在于装神弄鬼； 而 《诛仙》 等玄幻文学则完全走向了为

装神弄鬼而装神弄鬼， 小说人物无论正反无一不热衷魔法

妖道。 玄幻文学常常是场面宏大， 色彩绚烂， 气势不凡，
但这个世界仿佛不是人的世界， 而是机器的世界， 或者

说， 人在其中仿佛就是游戏机中的机器人。 你会觉得这是

想像力的极致， 但是又会觉得这种想像力缺血、 苍白， 只

是匪夷所思而已。 我说的想像力的畸形发展和严重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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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一种完全魔术化、 非道德化、 非历史化了的想像世

界的方式， 它与电子游戏中的魔幻世界极度相似。 在各种

让青少年若痴若狂的电子游戏中， 我们可以看到绚烂斑驳

的色彩， 匪夷所思的魔术， 变化多端的机玄， 但是唯独看

不到心灵和情感， 当然也看不到历史。 它就是一个高度电

子游戏化的技术世界。 喜欢玄幻文学的所谓 “80 后” 一

代感受世界的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网络游戏化。 他们是玩

网络游戏长大的一代， 也是道德价值混乱、 政治热情冷

漠、 公共关怀淡薄、 历史意识缺失的一代。 这就难怪他们

可以把神出鬼没的魔幻世界描写得场面宏大、 色彩绚烂，
但最终呈现出来的却是一个缺血苍白的、 既无历史意识又

无道德关怀的技术世界。 不理解电脑游戏在 “80 后” 一

代的生活中的根本重要性， 就不能理解玄幻文学以及其他

以 “80 后” 为主角的文化和文学类型。
当然， 对于文学创作中历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关系模

式的上述概括和描述， 是非常初步的， 实际情况肯定要复

杂得多。 比如， 在历史和道德的二元对立模式与道德尺度

压倒历史尺度的模式之间， 就存在非常明显的过渡性， 两

者之间的界限经常不是十分明确的： 道德尺度强化过度就

破坏了二元紧张的结构， 导向道德压倒历史的模式。 因

此， 我们应该在具体的作品解读中灵活使用这种模式分析

法， 模式的意义是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现实与艺术世

界， 而不是为了模式而牺牲社会现实与艺术世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文学的祛魅与文艺学的边界

问题” （项目批准号： 06BZW002） 的阶段性成果。］
编辑 叶祝弟

内容摘要 大体而言， 20 世纪西方知识分子面对大众文化存在着四种姿态： 批判、 利用、 理解和欣

赏， 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阿多诺和利维斯主义者、 本雅明和萨特、 威廉斯和霍尔、 费斯克。 这些姿态在

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大众和大众文化的研究立场、 思考路径、 认知水平、
解读模式和言说策略， 也标志着知识分子身份从现代型到后现代型的位移。
关 键 词 知识分子 大众文化 批判 利用 理解 欣赏

作 者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 100875）

批判·利用·理解·欣赏
———知识分子面对大众文化的四种姿态

□ 赵 勇

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 是一种现代称谓， 一般认为

此称谓诞生于 1898 年左拉起草的重审德雷福斯案的呼吁

中。 而自从有了知识分子一说， 也就有了对知识分子的基

本定位。 另一方面， 自从 1930~1940 年代有了对大众文

化的正式命名之后， 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也就开始了频繁

的交往，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种种大众文化理论， 也形成

了知识分子面对大众文化的几种姿态。 在下文中， 笔者把

知识分子的几种姿态概括为四个方面： 批判、 利用、 理解

和欣赏， 并分别予以梳理和分析。

一

批判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很多， 在这里， 我将选择德

国的阿多诺、 英国的利维斯和利维斯主义者作为其代表，
用以考量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阿多诺关于大众文化的基本观点我们已不陌生， 但在

这里我还是需要略作说明。 阿多诺是大众文化 “整合说”
的发明者之一。 而所谓整合说， 其基本假定如下： 由于资

本主义社会已变成了一个 “全面管理的社会”， 由于技术

合理性就是统治本身的合理性， 所以， 大众文化并不是在

大众那里自发地形成的文化， 而是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工业

强加在大众身上的一种伪文化。 这种文化以商品拜物教为

其意识形态， 以标准化、 模式化、 伪个性化、 守旧性与欺

骗性为其基本特征， 以制造人们的虚假需要为其主要的欺

骗手段， 最终达到的是自上而下整合大众的目的。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 阿多诺是大众文化坚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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