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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现代性使命的后现代性实践
———中国后现代性文化实践策略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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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国当下文化与后现代性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尽管中国的现代性实

践尚未获得充分发展，普遍而言尚不存在实践性的后现代社会文化现实，但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我们已
经面临技术—经济层面的后现代现状以及改变了的文化语境，不可能重蹈“现代—后现代”的线性发展
路数。中国当下文化实践策略应当且必然是：负有现代性使命的后现代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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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化现象是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理论实践的结果。但在中国，并不是先有一种后现代
实践的过程，
才造成那种文化现实，
而是先从国外的文献了解到后现代理论，才注意到这一话题的存
在。而另一方面，
国外的后现代实践通过经济的、
社会文化的全球化运动，
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状，
使我们被动但不可避免地面临后现代性社会文化现实。这就是中国
“后现代性”
话题的特殊性。
笔者旨在通过考察这一话题的特殊性，探讨中国当下文化实践的策略。在此，需要提出“后现
代性”讨论中应注意的两个前提：第一，
“后现代现象”应当具有后现代性，即有后现代的价值取向和
针对性，它通常是一种主动的文化实践的伴生现象，因此，不能仅仅从表面的相似性来作判断，也不
能将后现代实践的某些诉求在抽去其针对性的情况下，当作社会文化现象的分类标准来使用，将不
真实的后现代幻象当作后现代现象来确认；第二，应当注意到，后现代实践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并无
必然的一致性，因而不能用某种领域的实践特征作为判断所有其他领域“后现代现象”的标尺，从而
忽视后现代现象的他种形式的存在。注意这两个前提对考察中国当下文化的“后现代性”非常重
要，因为迄今为止在相关的讨论中，由于这方面的混淆而导致的误解和歧义很严重。
具体来说，笔者的问题是：可以用后现代性来解释最近二十年中国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变化吗？
从事一种后现代实践，我们欠缺和需要些什么关键要素？中国当下文化需要何种实践？

一
!" 世纪 ;" 年代，尤其是 :" 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和艺术文化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些明
显不同于以往的话语占有了市场。这些现象具有后现代理论家们所强调的特点，因而也是持中国
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观点的人们通常用来作为例证的。因此，本文首先从考察这些现象入手。
首先，在艺术文化方面，通俗、大众化和所谓“拼贴”美学大量盛行。在 9:;: 年以前，随着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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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的发展，现代主义艺术实践也作为一个逻辑后果在美术、文学、音乐和舞蹈诸领域逐步展开。
由于现代主义探索过于艰深、寂寞，过于专业化，且因为意识形态风险方面的原因，加上商业化运作
模式的渗透，自 !" 世纪 #" 年代起，通俗文艺实践占据了文化市场主流。文学中兴盛的“痞子”文
学（王朔）、
“新写实”以及武侠、言情作品质疑和嘲弄“崇高”，专写市民琐碎生活，或纵情于传奇的虚
构游戏，拉近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并介入了大众媒介的因素。音乐方面，在出色的经典音乐家纷
纷出国及古典音乐不景气的同时，流行歌星及其演唱会层出不穷，流行歌星的魅力建立在歌唱、做
派、发型、服饰、包装等综合基础上，由各种不同要素拼凑而成。而在作为西方后现代艺术实践发源
地的建筑方面，在业主意向、资金限度、长官意志、大众艺术品味及艺术家美术涵养诸方面折中委曲
的建筑师们实践的所谓“欧陆风情”或“现代民族风格”，也是典型的各种要素的拼凑。
其次，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理论方面，近二十年最具“后现代”色彩的征兆就是整体性、统一
性的解体和对合法化论证的推迟。真理是无法证明的、达不到的，这一后现代思想的基础在一定程
度上刺激和活跃了被追求真理的目标所苦恼的思想文化界。既然真理被证明是无法（通过现有思
想工具，如概念、语言等）证明的，既然理性主义是一种虚妄的误会，那么，最终的统一性根据就无需
费力去寻找，各种观念的关联也就不必加以关照。而在实践优先、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推动下，只
要是有哪怕暂时性实利效果的制度、准则、政策或规定，都会加以实施，得到张扬；各种不同动机和
目的的思潮更替出现，往往是出现与消失都未得到认真对待。所以，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实际
上也缺乏统一性基础，具有拼装的特点：有点人道主义，有点强调法制；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
的中央集权；对舆论作导向和监督，对娱乐商业化；兼有儒家的入世功利主义和佛道的悟性修炼。
并且，由于担心讨论和争议延缓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在“不争论”的决定主导下，对各项政策、决议、
标准、制度以及社会发展总目标的合法化论证往往被无限期推迟了。
第三，被伊格尔顿视为后现代物质条件的后工业化信息社会在中国逐渐形成。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和引进，国际互联网在中国的运行，对信息的需求和重视超出了科学技术研究和教育的范
围，扩展到经济金融体制、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各种运作机制以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因此，通过
互联网进行通讯、资讯、娱乐、交流，以至办公和商业交易，成为人们经常性的生活行为。

二
但是，
上述种种现象真的都具有
“后现代性”
吗？笔者对此表示强烈怀疑。因为除了第三种现象
能算是后现代的一种条件外，
其他几种情形并不是主动的后现代实践的结果，而是抽去了实质性目标
的理论套用的结果，
是一种后现代性幻象
（指不确切的、
因表面相似而遭误认的现象）
。理由如下：
首先，
它们与后现代理论家所描述的后现代文化状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例如拼贴，
后现代主义
为打破现代性界限分明的专业壁垒以及与大众生活隔绝而作的拼贴，
是有实践理念和目标的，因而具
有可理解性。如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所分析的波特曼大酒店，
它在处理建筑空间与城市生活空间的关
系时包 含 了 文 化 方 向 上 的 选 择，通 过“构 造 一 个 整 体 的 空 间，一 个 完 整 的 世 界，一 个 小 型 的 都
［$］
（%&’#$）
市”
，
模糊这一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入口处）
，将居住、购物、娱乐、通道、观光等各不相干的

功能集合在一起，
来中止现代主义建筑的那种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理想，从而产生新的建筑美学。但在
上文提到的例如当代某些所谓
“欧陆风情”
或
“现代民族风格”建筑中的“拼贴”现象，是左右建筑的各
种力量
（商业、
行政、
官员个人爱好以及建筑师审美选择等）
妥协平衡的结果，
没有方向感。所以，国内
一些建筑师和评论家干脆称之为
“混乱”
，
而不是什么“拼贴”
。又如对理论争论与合法性论证的冷漠
和回避。这是因担心妨碍经济发展，
为强调效率而采取的姿态，
与后现代因发现建立于语言（或叙事）
的
“真理”
本身并不具有如它自称的那种合法性，而反对这种“真理”的神话，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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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出来的独断论
（如
“不争论”
的决定）
实际上是前现代的思想方法。效率优先虽然是后工业化发
展带来的逻辑后果，
但它并不是必然的后现代性原则。利奥塔指出，
效率优先的合法性建立在决定论
基础上，
即假定社会系统是稳定的，决定性能的输入输出的比率是确定的、可控制的。利奥塔用当代
科学的诸多例子证明了这种假设的虚妄，
指出
“后现代科学知识的语用学本身和追求性能没有多少相
［!］
（"#$$%）
似性”
。后现代理论认为不存在普遍真理，
但局部的合法性论证仍属必需，
因此，利奥塔就把后

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建诸
“误构”
（"&’&()*+，
或译
“谬误推理”
）
之上。
其次，上述现象主要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是自身发展的结果。理由如下：其一，!, 世
纪 -, 年代末以来，理论和信仰方面存在真空，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由于未能在理论上找
到经过充分合法性论证的新基点，因而，像意识形态上的拼凑这一类权宜之计就出现了，而效率优
先成了填补这一真空的主导观念。其二，作为对理论和信仰方面的真空状态的一种补充，当社会面
临理论抉择，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拒绝“西方式”的思路时，人们往往设想用中国古典思想智慧，
如释、道、儒来解决问题。而儒家的入世及功名观念，道家的反“言道”思想，本身都有厌恶思辨、厌
恶理论的倾向。其三，有些现象是商业优先的现代化发展理念膨胀的结果。商业优先是效率优先
原则的体现，对这一理念的积极实践，带来的一些后果类似后现代现象。例如，艺术的大众化、通俗
化倾向，就直接与商业操作模式对艺术的介入有关。由于缺乏批判，它的积极面（纠正现代主义艺
术实践脱离对生活的介入，反对精英主义的孤芳自赏）被掩盖，并遭到商业化的大肆利用。由此可
见，
近二十年来中国艺术及社会发展所实践的既不是后现代主义，也不是后现代性，甚至不是全面
意义上的现代性，而主要是现代化。
第三，语境的误置。中国没有实践地遭遇到现代性危机，因此，后现代的每一个话题，在中国的
语境中看来，都像是放错了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简单地用后现代来解释中国发生的变化，都是似
是而非的、不恰当的。例如，
“真理”在西方后现代知识中遭到强烈质疑的情况（理查德·罗蒂宣称要
用小写的“真理”，即关于句子或行为、状况的性质，取代大写的“真理”，即终极关怀的形而上学对
象），其前提是，在现代性西方语境中，获得思辨论证的“真理”一直是不容置疑的，人们对真理及其
秩序中的各种体制制度和伦理信条极为执著。在这种情况下宣布“真理”的不可靠，其严重性、挑战
性以及给整个思想界及社会带来的震动，外人很难体会。而在中国，现代性意义上的“真理”概念还
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权威和荣耀，在个人崇拜结束之后，真理本来就遭到怀疑（但不是后现代意义上
的怀疑），在这种时候宣布“真理”的不可靠，其意义更像是一种对已有经验的玩世不恭的肯定。相
似的情况还有“上帝死了”这一断语。在并未有过基督教一神论传统的中国，说“上帝死了”，多少有
点滑稽和装腔作势的味道，并无那种被抽去了生存根基、天要塌下来的感觉。

三
把上述现象看作是后现代性的表现，从而宣称中国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是缺乏根据的，对当下
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实践也是有害的。它们的表面化说明其中欠缺了一些关键的东西，但那是什么？
一种后现代性实践需要哪些实质性内容的支持？
毫无疑问，首先需要的是批判精神。霍尔·福斯特认为有两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一种是以新
［.］
（ "# $%）
保守主义为代表的反动型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称之为“软弱无能的现代性批判派”）
，骨子

里称颂和维护现代化的政治经济繁荣现状；另一种是反抗型（或译“抵制型”）后现代主义，它不仅批
判合法化了的现代主义，而且批判现状，它也关注传统，但那是为了解构和批判源头，而不是为了回
（ ""# !0! 1 !%$）
归［/］
。显然，后者才体现一种积极的后现代精神。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来源于批判，它是

对现代主义本身作批判反思的产物，它的使命也是批判。因此，如果拼贴的出现仅仅是由于各种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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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妥协的无奈结果，而不是对封闭的界限的抗争；如果反对理论论争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而不
是对形而上学的反抗；如果宣称真理的不可靠，是为了给虚无主义的玩世不恭提供借口，而不是为
了揭露那种借真理之名，扼杀差异、窒息思想的行径的实质，那所谓的后现代就是表皮上的。在 !"
世纪 #" 年代以来对所谓“大众文化”的讨论中，缺乏批判性的问题就暴露得很明显。有两个有关大
众文化的话题，一个是作为对精英文化挑战的大众文化，讲大众文化怎么挑战精英文化的权威，结
论是要张扬大众文化，欢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对大众文化的运作方式加以揭示，从而
显出作为话语体制的大众文化是如何制造作品、作者和受众的，是如何使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隐藏
在轻松愉快外表后面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前一个话题攻击目标明确，它选择最终肯定和倒
向其中的一极来结束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而后一个则较为复杂，它更具本体论意义上
的批判精神，但人们对此鲜有触及。试想，如果批判对象是有选择的，如果大众文化本身是可以不
受批判的，那怎么能保证它不成为一种盲目的力量？它的这种特权的合法性又何在？
思辨理性的有效运作是我们欠缺和需要的另一种东西。作为启蒙理性主要内容之一的思辨理
性，在后现代理论中似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位置，但在后现代理论的实际运作中，思辨理性却一直
在起作用。在划界和有限的前提下，它仍是各种小叙事的必备环节。事实上，每一种后现代学说，
虽然都不再扮演整体性、总括性角色，但仍然使用细致的推证，甚至更丰富的逻辑工具来论证其合
法性。它们真正抨击的是启蒙思辨理性中被视为必然的形而上学目标，对这一目标的扬弃和非必
然性论证，有助于思辨理性在小叙事范围内更恰当有效地发挥作用。后现代不应、也没有将形而上
学的洗澡水与思辨理性的论证力量这一婴儿一起倒掉。但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我们在中国的思
想文化还没有充分理解启蒙思辨理性的真正力量，并进行这方面严格训练的情况下，就把它置于被
怀疑的地位，是会并且实际上已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包括文艺理论在内的人文学科各领域层出不
穷的“新潮流”、
“新学说”，由于论证的疏漏，学理上的不可靠，而成为无效的言说，成为过眼烟云；缺
乏论证的社会发展理论颇多互相矛盾之处，各部分不能彼此协调，成为散乱而缺乏合理目标的拼
凑，这就是代价账单上并不完全的项目。
专业性的深入发展和探索，是后现代文化和社会实践的前提，这个前提条件在当下中国也是急
需完善的。自 !" 世纪 $" 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的各行业的专业化进程，由于专家和精英们的
努力，由于社会对这种努力的认可，成效相当大。例如，今天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对画面、音响、对
话的使用，普遍都更具专业水准了，增强了这种语言的有效性，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更有影响力。但
在很多行业中，专业性还没有得到深入开掘，甚至还未受到重视。而后现代反对专业性的声音似乎
起了某种反作用。它使得“混乱”的拼凑，缺乏品味的制作找到了口实。著名建筑师张永和与美术
批评家栗宪庭在一次对话中［%］，就表达了他们对北京现在的建筑和城市整体设计的共同担忧：混乱
的理念，肤浅的色彩，误置的艺术语言（不是出于向现代主义挑战，而是因为缺乏建筑语言训练）。
可以想见，缺乏基本的专业性会导致怎样的后果。乍看起来，专业化是一个现代性进程，它导致了
精英主义与日常生活的隔阂。但与上述思辨理性一样，后现代主义真正做的应是一种扬弃，即对专
业化的消极后果作出反省，同时保留它所取得的宝贵成就。打通界限可以体现在专门语言上，例如
后现代建筑艺术家高登·克拉克就通过给建筑打洞来取消封闭的体量界限。在文学上，姚斯也是一
个很好的例子。他提出的新的文学史观（“作为向文学理论挑战的文学史”），是重建读者与文学联
系的一种努力，但他的方案并不是使文学通俗化（他认为像费多的《法妮》那样的通俗化，必然付出
被人遗忘的代价），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新的叙事美学（例如在福楼拜那里，他发现了“自由间接引语”
的叙事语式对读者带来的震撼），引发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
批判性、思辨理性、专业性———在此提到的中国走向后现代之途所欠缺和需要的，都是带有现
代性色彩的要件，这反映了中国的现代性，尤其是思想、艺术和哲学方面的现代性发展还很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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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必须回过头去走完现代主义阶段，才能进入后现代性实践？这确实是一些
学者的见解。这些学者主要担心，按社会发展阶段的逻辑，在现代化尚未充分发展之际，倡导后现
代是否有点不合时宜，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因而，应当先把现代化走完，才有可能谈后现代。这
种担心和提议可以理解，但并不具有现实性。按梁燕城的说法，后现代性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后
工业时代 资 讯（信 息）社 会 的 社 会 特 点，其 二 是 指 思 想 艺 术 及 哲 学 上 对 现 代 文 化 的 批 判 和 解
（ "# $）
构［!］
。如果把这两个层面看作两个领域，再加上政治，就构成了丹尼尔·贝尔所说的现代社会

的三个领域。丹尼尔·贝尔指出，技术—经济、政治及文化这三个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决定
［%］
（ "# !%）
性关系，它们是分裂的，
“它们之间并不相互一致，变化节奏亦不相同”
。具体到后现代性的

表现，可以认为，在技术—经济领域，变化是由新技术（如现代通讯技术和互联网）引起的，其中支配
性的原则是利奥塔所说的“性能优化”，而它的推行是强制的，通过编制的程序和运作系统迅速铺展
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在文化领域，变化通常是从思想的、美学的理论开始，支配性的原则是批判，
而且只有对这种理论加以溶解或变异，才能实施文化方面的后现代性实践。因此，技术—经济领域
的后现代事实可以在不经意间强加到我们头上，并不需要思想方面的准备，而且还影响和改变我们
的思想。文化领域的逻辑不能适用于此。
中国目前的状况就是，虽然主动的后现代性文化实践并未形成气候，但技术—经济中的后现代
要素已成为现实，而在文化方面，我们也已与后现代性产生了无法剥离的联系。
其一，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后现代性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中国
本身现代化的进展，中国在迅速进入信息化时代，在此意义上的后现代性必然在中国展开。中国的
改革开放从西方引进的不只是投资、技术和设备，还有包含在其中的管理模式、设计思想、运作机制
以及各种理念，这里就有各种后现代性因素。国际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扩展，有力地影响着社会各
方面。互联网在任何国家的界面都是一样的，它直接与所有人见面，它不只是一种技术，还包含后
现代性的理念。例如，多媒体运作方式给人们传递的信息如音像、文字、照片、动画等等，都不过是
用来创作的各种要素，可以随意组合，无需顾及它们之间的界限，这与过去工业技术的严谨恰好相
反。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打破国界、行业界限的后现代性进程。
其二，在文化领域，我们也已无法脱离与后现代性的干系。首先，随着全方位对外交流的进行，
我们不得不面对和回应这种全球性的文化思想环境（也就是全球化的语境），以成为国际文化社会
的一部分。其次，虽然在技术—经济与文化领域之间并不存在着简单的决定性关系，但“领域间的
［%］
（ "# !%）
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
，而这种冲突的实质就是对对方的存在作出反应，它们之间存

在复杂的影响关系。最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和解构，将作为思想的成果和资源现实地
影响我们的思想过程。当我们进行文化批评时，已不可能无视被揭示的现代性文化策略的某些失
误。即使在汲取我们尚未获得的现代主义艺术成果时，精英主义的孤芳自赏也会因已有的批判而
自我遏制。当我们探讨“真理”时，已不再拥有现代或前现代的庄严和神圣的语境了。
其三，在中国，局部的后现代主义实践在小范围里也是存在过的。例如绘画和雕塑，由于有 &’
世纪 (’ 年代的现代主义先锋派绘画、雕塑的较具规模的实践，所以，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突破先锋局
限的动力，如 &’ 世纪 )’ 年代的中国艺术家在采用装置或波普等后现代艺术形式方面，就不存在障
碍，
显得自然，符合实践逻辑。在这之后，以方力均等为代表的“圆明园艺术村”画家的大量被称作
《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命运》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年版）一书中的附录：
“澳门对话录”。
! 张友渔即持此种观点。参看王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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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世现实主义”、
“政治波普”的作品，积极将现代主义的表现理念与夸张的具象风格结合，在语言
的通俗和意义的平面化方面都作了成功的探索，很有生命力，是较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实践，并
达到了很好的国际国内市场销售量。!" 世纪 #" 年代末以来，我国艺术家对像“上海双年展”这样
的国际展览制度下的艺术活动的组织和积极参与，也对后现代艺术实践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

五
讨论后现代性的话题，目的不在于判断和定性，而在于实践。今天，我们必须摆脱那种因现代
化发展而被动遭遇全球化后现代性的局面，我们必须在抵制或积极面对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前
面的分析表明，近二十年来，中国虽不存在普遍范围的后现代主义的主动实践，甚至在现代性实践
中尚有大量未加充分展开之处，但我们置身于一个全球性的后现代性进程中，技术—经济和文化思
想的背景已迥异于工业社会现代主义盛行期的状况。我们既不能重复那不可逆的历史，将现代主
义阶段重走一遍，也不能忽视现代性实践不足的缺陷。所以，结论是：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含有
现代性实践使命的后现代性实践，在一种后现代性实践中完成或展开现代性。
我们需要的文化实践只能是后现代性的。除了上述现实理由外，还因为只有这种实践才能使
艺术的、哲学的文化成为与技术—经济的强行过程相抗争的力量。如果我们认同利奥塔的分析，就
会发现，在后现代背景下，事实上存在着两种实践原则：性能优化原则和误构原则。前者可以说是
对后工业化技术—经济自发力量的一种确认，用效率和性能的标尺统一对所有领域的要求；后者则
是从思想文化中引发出来的一种批评性抵抗力量，力图通过语言游戏和新招数的不断推出，保存差
异，
导致不同文化要素的并行不悖。两者标志了不同的价值取向，互相争执，并且互相有针对性。
必须在后现代的层次上演示文化性价值取向，才能真正同性能优先的技术理性相抗衡。
我们需要的后现代性文化实践应当包含现代性使命，因为这符合中国实际，而且在理论上也完
全能站住脚。但我们在谈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话题时，常常把它们对立起来。而当代关注这一
问题的理论家都是从两者的涵盖关系来谈的。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后现代是现代性展开的一部分，
是现代性的一个后续阶段（例如，杰姆逊认为现代和后现代都是资本主义大过程中相继出现的文化
征候；利奥塔虽然描述了后现代状况的不同之处，但仍把它置于随着现代性而起的合法性要求的产
物，他将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视为“接替”，而非断裂［$］（%& ’()））；另一些人则根本不认为两者有本质
差别，或认为现在仍处于现代性阶段中（吉登斯认为现在只不过是现代性后果更为剧烈和普遍的状
态，后现代阶段尚未到来［*］；哈贝马斯认为，迄今为止，现代性的宏大工程并未完成）。这至少意味
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些方面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界限模糊，共谋关系或共同的主题在前文中
提到的诸如批判性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基本的批判性主导被某些人视作否定性的或根本不
同的一种特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只是批判性展开中的一个环节。批判性的主题延伸到后现代
发展进程之中。因此，一种吸收了现代性某些主题的后现代实践是完全可能的。
在此，关键的出发点是实践。我们在进入实践的情况下，会遭遇真正的问题。这些问题必然既
会暴露现代性实践中欠缺的环节，又会显示后现代策略的某些恰适性。因而，对这些实际问题的解
决方案，就不能固守意识形态性的（例如坚持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而应实践地展开为涵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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