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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新年

“新世纪视野下的 20 世纪文学·‘人文精神讨论’再评价”专题

“人文精神”讨论背后

《上海文学》1993 年 6 月号率先以“文学和

人文精神的危机”为题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人

文精神”讨论。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主义”思

潮的两位重要人物，同时也是 80 年代“新启蒙

主义”在文学领域的重要表述———“重写文学史”

运动的两位领军人物陈思和与王晓明，为这场

讨论举行了揭幕仪式。

“人文精神”的危机实际上是 20 世纪 80 年

代的思想主流———“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危机。

“人文精神”讨论成为一道明显的裂痕，标志

着“新启蒙”思想阵营的分裂。20 世纪 90 年代，

“新启蒙”知识界分裂成为了所谓自由派和新

左派。

20 世纪 90 年代应声而至，“自由主义浮出

了海面”，“自由”成为了“主义”，成为了神圣

的、至高无上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口号。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隆重登

场，成为显学，在“消解宏大叙事”“取消意义深

度”“消解中心”“挑战权威”的口号下，中产阶

级，消费主义，欲望叙述，个人化写作，女性书

写，美女作家，私人生活，身体写作，拓展着这

个时代的文学疆域。文学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

要的“断裂”：市场不再是官僚机构而成为了写

作的主人，顾客不再是批评家而成为了写作的

指导。写作以及整个文学领域第一次被商业主

义全面征服与覆盖，上海宝贝、私人生活、美女

作家、身体、隐私在文学市场上公开发售。曾经

矫情地用屁股面对着读者，以形式主义名义故

弄玄虚和标新立异的先锋作家，终于难耐寂

寞，被迫掉转了方向，面对观众重新调整了自

己的写作姿态。

1992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来临，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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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义浪潮涌起。茫茫商海上，各种价值众声

喧哗，曾经自居为社会中心和价值标准的文学

知识分子被抛出了原来的轨道，感觉到了前所

未有的失落和危机。感觉敏锐的文学知识分子

对时代的转变作出了强烈反应，发出了“人文

精神危机”的惊呼。王晓明说：“人文学术也好，

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好，真正的危机都在于

知识分子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的精神侏儒化和

动物化，而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

则是这侏儒化和动物化的最深刻的表现。”张

汝伦提问：“人文精神还要不要？如何挽救正在

失落的人文精神？”①

“人文精神的危机”在根本上是启蒙知识

分子身份的危机，人文精神的失落实际上是知

识分子地位的失落。当启蒙的理想变为了现

实，启蒙大功告成，自居于社会中心和启蒙导

师身份的知识分子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按照

蔡翔的描述：“知识分子曾经富于理想激情的

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现在得到

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

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鼓励，

灵—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

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

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

侃。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下课的钟

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

消解。”②

“人文精神的危机”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精

英意识与社会现实的荒诞性相遇，反映了社会

中心的幻觉破灭后椎心的痛苦，充满了知识分

子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生存压力与心理焦虑。

针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鸣，王朔

说：“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

目光的失落，哪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③王

朔和蔡翔道出了残酷的事实真相。

王蒙从根本上质疑“人文精神的失落”这

类说法，嘲弄和追问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是

什么时候失落的?我们什么时候有过“人文精

神”？通过对王朔作品的批评，提出“躲避崇高，

直面俗世”，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内心憧憬与热情拥戴。

张颐武在《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中对

“人文精神”作了这样的勾画与描述：“在目前的

‘后新时期’文化语境中，‘人文精神’业已成为

一个巨大的神话，一个无所不在的中心词，一

个最新的文化时髦，也是一种伦理判断的前提

和条件，围绕这个语词所建构的一套话语具有

某种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它既是一种神秘的、

难解的理论，又在批评实践中被用作诸如‘崇

高的’‘有理想的’‘真挚的’等等词汇的同义词。

它被视为与当下所出现的大众文化相对抗的

最后的阵地。”④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胜券在握、踌躇满志、咄咄逼人的姿态。

对叶公好龙、晕头转向、呓语连篇的文学知识

分子报以无情的嘲讽与调侃。

古代知识分子依附于帝王贵族，现代知识

分子则寄食于大众市场。现代知识分子从庇护

人的人身依附之下获得解放的同时，在商业市

场上不断沉沦、翻滚、挣扎。中国古代长期延续

的科举考试制度使“经书”尤其是“四书五经”

获得了神圣和崇高的位置，它们成为了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和托命之所。在古代知

识的等级体制中，经学和文学处于不同的地

位，“文以载道”使文学依附与寄生于经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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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学知识分子受到轻视，刘挚“士当以器识

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观点，⑤由顾炎

武《日知录》广为人知。

1905 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标志着古代经

学的崩溃与终结，传统知识分子也因此失去了

存在的依据。与此同时，清末，随着现代大众传

媒的兴起，诞生了新的现代知识分子。五四是

现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时刻。他们

否定了经学和文言，转而拥戴国语与国家这一

新的现代神圣。

传统经学的崩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知识

分子的失落则是一个明显的现代现象。中国现

代启蒙运动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

武等启蒙思想家。在天崩地解的大破坏中，明

末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反省，对封建制度和

个人生存提出了批判性思考。在 20 世纪 90 年

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中，“人文精神”的倡导者

以道统、政统、学统的监护人自居。然而，三百

多年前，陈确却提出“学者以治生为本”：“学问

之道，无他奇异，有国者守其国，有家者守其

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

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

不可责之他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

“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养，而

待养于人者哉！”⑥五四时期，陈寅恪自觉地将

自己置身于这一思想脉络中：“我侪虽事学问，

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

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

Honest means of living。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

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

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⑦

“人文精神”讨论把知识界带入了 20 世纪

90 年代，来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开阔地。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主义”娇艳的花朵结出了

20 世纪 90 年代“新自由主义”沉重的果实。

1915 年，陈独秀在创刊《青年》杂志和发动新文

化运动的时候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

之觉悟”。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经济学帝国主

义”时代降临，商人伦理和个人主义千呼万唤

始出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

利益交换、交换价值、商业逻辑第一次全面支

配和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这一暴露

和危机的时刻，“人文精神”倡导者匆忙地建造

了“道德理想主义”摇摇欲坠的守备城堡。

20 世纪 80 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风

靡于知识界的存在主义思潮尤其是萨特的“自

由选择”和“他人就是地狱”强烈地表达了对于

即将来临的竞争性社会和市场主义伦理的预

感。对市场社会和商业伦理，韦伯、西美尔、舍

勒、桑巴特等德国社会学家和杜威等美国哲学

家曾经有过有力、准确和深刻的描述。

桑巴特指出：“在这个时代中，经济和经济

的以及与其有关的所谓‘物质的’重要，实已征

服一切其他价值而取得霸权的地位，并且经济

的特质已经在社会和文化的一切其他疆域上

盖上了它的标记。”“他把那些一直隐藏于人性

中的卑贱的冲动，如贪欲，营利的追求，拜金，

等等的一切所谓的‘利益’，闻所未闻地鼓吹起

来，高抬起来，使其成为唯一的决定权力；更巧

造出一种经济方式，担保这些冲动存活；这就

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里，赢利的追求

以及获利原则的应用经由经济的‘理性’来强

迫一切的个人。”⑧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经济

学帝国主义”时代举行了隆重的成人仪式，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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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入到了“利益的时代”。“经济学帝国主义”

形象地体现了经济利益的至高无上、至大无

外，并且用“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这种直白爽

快、天真无耻的语言道出了时代的秘密。从前

人类存在的包括血缘关系在内的所有关系都

被转化成为了经济利益和金钱关系。“只认钱

不认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根本特点。

“他人就是地狱”是对于这种竞争性的商

业社会和个人主义生存伦理最简洁、通俗的描

述。舍勒说：“须从根本上确定的是：现代道德

的全部根基一般基于人对人的原则上的不信

任态度，特殊而言，基于人的道德价值。惧怕被

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已变成现

代陌生感的基本态度。只有与怨恨如此相近的

这种‘不信任’感才产生出现代道德的个人主

义和否定休戚与共原则的态度；今天，这两者

在现代人看来已是‘理所当然’的了。”⑨传统宗

法封建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乃至血缘关系被瓦

解和消灭了。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当小洛克

菲勒坐下去的时候，老洛克菲勒抽掉了他身下

的椅子，以此教育他：在商业社会里，哪怕是有

血缘关系的亲人甚至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样的

至亲都不应该被信任。

杜威对商业社会和市侩原则有着深刻的

理解：“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当前对詹姆斯

名声的一些高度颂扬正源于把一个估计他自

己也会坚决拒斥的关于‘后果’的观点归之于

他。正是他说，美国特性中最脆弱的一点就是

崇拜‘婊子女神，即成功’的倾向。然而，或许我

们 当 中 的 实 用 主 义———以 及 国 外 的 不 利 批

评———中某些流俗的看法是下面这一观念，即

不管怎样，它是一种关于成功、为了成功和因

着成功的哲学。”“然而，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

思想的流俗阐释相伴随的，不管是什么，美国

生活中的实用主义是商业的主导。一个新近的

美国作家引用了美国商会一个部门领导的话，

大意是说：‘今天的资本主义是战无不胜的，而

且美国的商人，正如他们引人注目的典范那

样，占据了商人前所未有的领导地位。”⑩商人

伦理上升成为了社会伦理的典范与标准，成功

崇拜取代和排斥了所有其他意义与价值，对成

功的追求尤其是对金钱的追求代替了多元化

的社会价值，胜者为王，赢家通吃，成功就是一

切。金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宗教信仰，“成功人

士”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上帝。

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指出：“在任何时

代个人对金钱都是贪婪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地

说，最强烈的、最广泛的金钱欲望却只发生在

一些特别的时代里，在这些时代里，个人生活

兴趣适度的满足已不敷足够，例如，把宗教意

义上的绝对者当作生存的终极目的，已失去了

其力量。”輥輯訛金钱的贪欲是一种古老的欲望，但

也是一种一直受到贬低的欲望，直到现代市场

社会，这种贪欲才彻底合法化。商品拜物教成

为了现代世俗社会新的宗教，金钱成为了现代

世俗社会的全能神。在市场社会中，金钱与货

币夷平了所有的价值，价值内在的质变得无关

紧要，价值的量成为了唯一的追求，货币将所

有意义的质转变成了量，同时也使量变成了

质。也就是说，在市场社会里，质变成了量，反

之亦然，量变成了质：“货币是现代强调量的因

素的倾向的例证、表现和象征。越来越多的东

西都可以用钱来买到，与此相关，货币也成了

核心的、绝对的价值，这一事实产生的后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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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物品的评价，只是看它们值多少钱，而

对于它们的价值的性质，我们却只是把它看作

是它们的货币价格的一项功能而已。”輥輰訛对于

“成功人士”，不论是马云，王健林，还是于丹，

郭敬明，人们常用同一把尺子———“身价”来衡

量。

现代社会夷平了所有的价值，使所有的价

值相对化、扁平化，所有不同的价值都可以用

货币统一测量与计量，都可以通过货币进行换

算和交换。凡高的画和进口垃圾之间没有不可

逾越的价值鸿沟，不仅都可以用金钱的数目表

示，而且可以等价交换，即凡高的画等于若干

吨垃圾。市场社会把所有的关系转变成为了交

易关系，把所有的价值转变成为了交换价值。

现代性的本质，即所谓合理化、理性和理性主

义，就是计算和算法。计算，这是现代理性社会

即市场社会的根本特征。“我想提到现代生活

风格———它的理性主义特点清楚地显示了货币

影响的痕迹———的最后一个特征。现代人们用

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

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算计

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

个巨大的算术问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的规

定性当成一个数学系统。”“我们时代的这种心

理特点与古代更加易于冲动的、不顾一切的、

更受情绪影响的性格针锋相对，在我看来它与

货币经济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货币经济迫

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

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满着这种对质的价值

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它们简化成量的价

值的行为。按照金钱对价值斤斤计较教我们学

会了把价值确定和具体到最后一厘，并且在对

比各种各样的生活内容时给它们强加上越来

越大的精确度和明确的界限。”輥輱訛

钱理群老师有一个有名的说法，现在北大

的学生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然而，这

种“精致的利己主义”难道不是 20 世纪 80 年

代“新启蒙主义”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标志着其

事业的辉煌成就和巨大胜利吗？

货币与等价交换原则体现了现代社会“平

等”与“自由”的本质。等价交换原则无疑是对

文学知识分子难以忍受的强烈贬低和巨大伤

害。货币从根本上彻底消解和取消了所谓“人

文精神”，然而，货币使得社会关系高度抽象

化、中性化，降低了对特定个人的人身依附，

“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不涉个人的关系的载体，

且是个体自由的载体”輥輲訛。因此，正是货币和等

价交换原则孕育了绝对的平等、自由精神与彻

底的个人主义。与“人文精神”提倡者无比的哀

伤与悲恸不同，作为“新时期文学之父”的刘心

武和新时期文学的领袖人物王蒙对“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来临欢天喜地，喜不自胜，不禁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

来，使得等价交换原则成为社会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意味着 20 世纪 80

年代“新启蒙主义”的理想变成了 90 年代“新

自由主义”的现实。凡高和垃圾之间的等价交

换造成了对文学知识分子的无情亵渎与巨大

伤害，但是，等价交换消除了所有的界限与禁

忌，自由交易成了唯一原则，金钱面前人人平

等，有钱就有一切，使“自由”和“平等”由“理

想”变成了“现实”。正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

一样，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从社会学的角度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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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货币哲学是一种

时代哲学，充分体现了一种现代的世界观，深

刻地把握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根本意义与交往

形式。

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化是一个祛魅化的

过程。在现代社会中，文学知识分子是尴尬的

存在和不安的象征。罗素在《权力论》中指出，

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代替了传统社会中巫

师和教士的位置：“就我们所知，知识分子是僧

侣在精神上的继承者；但由于教育的传播，他

们的权力被夺去了。知识分子的权力是靠迷信

（对传统的咒语或圣书的崇敬）维持的。”“说来

奇怪，在最野蛮的社会里，靠所谓学问来取得

的权力反而最大，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不断

减小。”輥輳訛因此，启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

荒诞而可怕的悖论和噩梦，启蒙越是接近于成

功，知识分子就越是接近于彻底贬值和失败。

知识分子是一个奇怪的物种，一种典型的“历

史中间物”。只有在黑暗和愚昧中，知识分子才

能放射出神秘的、魅人的光辉。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时代是一个“纯

真的年代”，“人的重新发现”“人的本质”“个

人”“个人主义”“人性”“自然人性”“人性复归”

“人道主义”“自我的发现”“自我表现”“人的主

体性”“绝对自由”“爱情”这些词语的彩笔描绘

了一个玫瑰色的理想的人间天堂。然而，福柯

在 1966 年出版的《词与物》一书中一语道破：

人不过是一种知识形式，一个新近的发明，一

个人类知识中的简单褶痕，并且正在接近它的

终点。《词与物》一书的结尾有一个著名的、充

满诗意和余音袅袅的警句：“人将被抹去，如同

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輥輴訛

19 世纪，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上帝之死实

际上也就是人之死。上帝创造了人，同时，人创

造了上帝。当人杀死了上帝的时候，也就是从

概念上亲手杀死了人自己。正如上帝是人的创

造物一样，不仅人性，而且人的脸、皮肤以及人

的整个身体，乃至自然，都并非“自然”之物，而

是社会和人自己的创造。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人文精神”扭打

在一起的时候，在西方，早已经奏响了“后人

类”和“后人文主义”的序曲。1992 年 6 月，在瑞

士洛桑举办了一个名为《后人类》的展览。由于

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的发展，人类正在迈向

“后人类”时代。杰弗里·戴奇指出：“现代时代,

表现了发现自我的时代特性，我们当前的后现

代时代，则表现了自己崩溃的变革时代的特

性。正在来到的‘后人类’时期将会是重新构造

自我的时代。”“在当今的世界，整形外科手术

已不足为奇了，遗传重组和计算机这一大脑的

移植物的出现，不久将会使达尔文的人类进化

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技术上的创新也

将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行为的结构。描绘人

类时代的破晓，不能够用同毕加索或沃霍尔同

样的思维和手段，描绘这一新时代的开始，要

求具备一种新的象征艺术的概念，人们应像学

习艺术史那样从电视的声画中获取这一新的

概念。”輥輵訛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梅特里

提出“人是机器”。今天，机器、物质、技术日益

渗透到人的身体之中，也越来越深刻地渗透到

“人性”之中，在走向“后人类”的途中，人与非

人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于有一天可

能彻底消失。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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