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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甘灾后感想 

 

电视机一遍一遍地放映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夺金”的景象，

收音机从早到晚回荡着播音员欣喜的声音，报纸一律套红，各种奖

牌获得者的故事几乎要溢出版面……就在这“举国欢庆”的时候，我看

到某报的一则消息：据权威的委员会估计，“四川地震”灾区的重建

需要“一万亿元”。消息后面跟了两行文字：“截至 8月 12日为止，四

川地震造成死亡 69225 人，受伤 374643 人，失踪 17923 人。”整段

消息都缩在报纸国内新闻版的右下角，标题的字体细细的，最后那

两行连标题也没有，只以一条横线与消息隔开，仿佛存心不让人看

见。 

我忽然意识到，川陕甘地震，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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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 17923 人”，单这一句，足以让你意识到灾情的惨重，三

个月过去了，依然有那么多尸体埋在废墟里，没有挖出来！ 

可以从多方面解释这份惨重。本来就是巨大的天灾嘛：八级强

震，从川北一路震到甘南；余震接连不断，好几次都超过了五级；

震中地区山峦密布，地形复杂，援救起来非常困难…… 

但有一个方面不能不说：历年积累的各种社会弊病，也明显加

重了灾情。这次灾区的死伤者，既是死伤于地震，也是死伤于毫无

防备，死伤于“豆腐渣工程”，死伤于长期的贫穷，死伤于通讯、交

通、医疗设施的不足，死伤于从日常管理到紧急救援的各种体制的

僵硬和脆弱…… 

这不奇怪。现代社会，纯然受害于天灾的事情是很少的，绝大

多数天灾，都有人祸掺杂其中。这些人祸并非只在天灾爆发时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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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也绝非只作祟于爆发天灾的地方，但因其持续、分散，后果缓

慢，更因受害者尚有他途可避，它们往往不会引起剧烈的反应。 

但是，天灾却以震撼的方式，将这些人祸集中暴露，令人无法

如平日那样漠然置之。“豆腐渣工程”遍布国中，上上下下说了多少

年，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可这一次，成千上万的学生被那些偷工减

料的校舍活埋了，谁还能继续木着张脸、不为所动？当要求被害学

生的家长停止游行的时候，灾区的那位书记只能下跪了，惨烈的灾

情已经将人祸暴露得那么触目，再铁石心肠的官员，怕也难如往日

那样一脸威严吧。 

这可能就是天灾最大的社会意义之所在了。人类现在还不能根

除天灾，甚至也很难减少天灾，但一个有出息的民族，却能因天灾

而反躬自省：一，管住自己，不要为了愚蠢和贪婪引发天灾；二，

尽量将房子造得结实一点，让社会公平一点、民主一点、穷人更自

主一点，人祸因此能少一点，社会抗灾的能力也大一点……天威固然

每每难测，人生却不一定因此无常，如果能将遭受天灾的惨痛，转

化为革除社会积弊的意志，不但抵抗天灾，更奋起打击那些助灾为

疟的人祸，那么，当下一次天灾突降的时候，我们就能应付得比这

一次好。 

川陕甘地震似乎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可能。它刺激民众重新睁大

警惕人祸的眼睛，也令许多人祸的制造者气短神靡，至少在一段时

间里，自觉不自觉地收敛和退缩。当灾民群起围攻那些利用职权、

私取救灾物资的不良官商的时候，当抗议者面对警察，忿激地说：

“这个时候还这么搞，太不像话！”的时候，当举国上下强烈要求监

督捐款流向的时候，甚至当贵州某地民怨爆发、网上议论滔滔、中

央领导直接介入、肇事官员即遭革职的时候，你都能清楚地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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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惨烈的灾难已经打破了萎靡消沉的社会气氛，并且在这个意义

上，开始改变现实的力量对比。 

当然，我也看到另一种相反的可能。三个月来，一些主流媒体

始终只讲天灾、讳言人祸。就连那些活埋学生的校舍，都有负责部

门的官员站出来，公然否认其建筑质量有问题。不要觉得这很荒

唐，1950 年代末的那一场大饥饿，不就一直被冠名曰“自然灾害”，

并且以社论、历史著作、教科书等等方式，让广大非亲历者相信了

么？就是今天，也还有许多年轻人对那饿死者的天文数字半信半

疑：“有这种事？夸大了吧？” 

正因为过去许多助灾为疟的人祸未能被及时揭露，甚至反被成

功地隐瞒，今天的各种天灾，包括川陕甘地震，才得到这么多人祸

的推助而恶威大增。倘若这一次还是如此，几年之后，人们除了天

威莫测、举国同哀，对这一场灾难就没有别的印象了，那么，灾区

的十多万死者、数十万伤残者和更多的无家可归者，真可以说是白

死、白伤、白受难了。 

一定要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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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打破么？ 

今日中国，政府独大，能不能打破那个恶性循环，先得看它。 

这一次救灾，中央政府表现不俗，反应之快，调动其行政、军

事和象征资源之有力，都是 1949 年建国以来没有过的。 

大凡集权程度比较高的政府，一遇到紧急情况，都会本能地加

强控制，最好把什么都捏在手里。但这一次，中央政府明显克制了

这种本能：允许大批志愿者进入灾区，允许若干境外的救援队参与

搜救，还允许“牛博网”这样的非官方募捐渠道继续运行……这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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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以来没有见过的。 

“党和政府”的“喉舌”，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电视媒体，这一次也

表现不凡：24 小时滚动播出；逐日公告死伤数据；震后第二天就宣

布：死亡人数将在 5 万以上——其时能核实的死亡人数还不到 2

万，紧接着更直播民政部对中外记者的报告：已经向灾区运去了 7

万条尸袋……要到多年以后，人民才知道唐山地震死了 24 万人，而

非当时政府公布的 10 万人，两相对照，这一次官方媒体对大规模民

事灾情的实报程度，也是 1949 年以来没有见过的吧。 

从道理上讲，政府救灾，是应该的，这是它必须履行的公共责

任，没什么可夸耀的，人民更不必惊喜和感激。如果太多这样的夸

耀、惊喜和感激，那只能说明，我们的——不仅仅是对本国的——

记忆太黑暗了。 

但是，光用“理当如何”这一把尺，并不足以测量现实的世界。

人民之所以对中央政府翘起大拇指，心情其实相当复杂。有切身的

感激，一位灾区小镇的下岗女工就明确对我说：“这一次要不是解放

军，老百姓就苦了！”也有不自觉的无奈：升斗小民，无物可恃，不

靠政府，靠谁？有追昔抚今的感慨：不管过去怎么样，这一回终究

进步了嘛。更有着眼于将来的期盼：请往这个方向努力吧！恰似智

慧的老母，鼓励和引导儿郎继续走正道…… 

“政府”并非两个字，也不是一块板。它当然有强大的逐利本

能，但“利益”却是多种多样：地区、部门的利益，还是政府总体的

利益？近在眼前的诱惑，还是将来的长远的效应？它的头脑也不单

一：机关里长久养成的惯性，决策者个人的品质，赤裸裸的功利权

衡，不只是一时冲动的道德自许……一旦权衡利益，这些都会跑出来

打架。它更受缚于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从解放军露宿街头、不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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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的照片，到“准备死两亿五千万人，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狂言，从“三年自然灾害”和“四·五天安门事件”，到“以民为本”和“为

人民服务”……都是它的施政传统的一部分；今年初春的大雪，奥运

会的火炬，拉萨骚乱，“东突”爆炸，二十年财富总量的急剧增长和

分配欠公，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缓慢激化，“与世界接轨”的既定国

策，缅甸军政府拒绝外援的恶劣影响……国内外各种现实情况，也都

在它这次的救灾行动中显出了影响。 

倘说，它过去就不是只有一个意志，也并不都能一意孤行，那

现在，它就更不是这样了。 

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它这一次如何管制舆论。地震一来，宣传

部门习惯性地收紧缰绳，电话指令一个接一个往下发。但是，大批

记者蜂拥入川，其中许多人是自发前往，惨烈的灾情通过他们发回

的图像和文字，迅猛震撼了各类媒体的编辑和播放室，由此激发的

报道冲动，显然不是那些电话能够完全约束的。时值奥运会前夕，

境外记者早已云集国内；互联网时代了，灾区内外的热心网民，谁

都能够用手机和电脑上传真真假假的见闻：在这情形之下，也不会

有谁还想全面封锁信息，自陷被动吧？“收”“放”结合，“放”中求

“收”，差不多成了唯一的可行之策。 

正是这多种因素的合力，成就了一套管制信息、引导舆论的新

做法：放松对民事灾况报道的限制，但要求侧重天灾，避谈人祸；

允许介绍民间的救助，更要求突出宣传政府……也正是这套新做法，

形就了一个凸显民事灾情的新空间，它足以容纳传媒人员最初的大

部分情感反应，短短一两天里，一个以“24 小时直播”、“如实报道民

事灾况”、“高强度渲染悲情”和“突出政府领导人亲民形象”为主要特

征的新的传播模式，就在其中迅速形成，并在最初的一周里，引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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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的广泛共鸣。 

惟其一定程度地放了，让“震惊”、“悲情”和“爱心”有了宣泄的渠

道，其后的逐步收紧，才能一路顺行。总体来看，这一次政府对舆

论的管制相当成功，主要电视台、报刊和门户网站的信息发布基本

一致，言论上的差异空间也很窄小。 

但惟其放得有限，夺人眼目的新的报道空间，又很快暴露出边

界太清晰、幅度有限的弱点，整个传媒的运作，随之显现疲态。十

余年畸形“市场化”养成的传媒习性：过分依赖电脑技术、为争夺眼

球不顾其余、多数业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思考能力……更放大了主流

媒体在这逼仄空间里成败相随的窘境：它们的确显示了煽引民情、

聚集人心的巨大能量，但它们同样显示了，如果没有其他补充——

例如多样的公共信息和深度分析，这种能量会很快耗尽。公众因此

四散的信息需求，犹如顺流直泻的河水，会随时在遭遇阻碍的地

方，酿成新的紧张。瓮安民变之后的网上反应，就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 

中国的“政府”，真是比其他地方的“大”很多。要是政府垮了，宪

法、国旗、政治和经济制度，乃至疆域，都势必随之改变：政府和

国家，事实上已经混为一体。最近半个多世纪，先是“社会主义”，

接着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将社会原有的各种经络扫荡一空，

政府也就成了唯一的整合系统，你看这次灾区，哪里政府散了，哪

里就会大乱：这个已经和国家混为一体的政府，差不多又和社会混

为一体了。 

正是这个“大”，给了政府动员和管制中国的巨大力量，但也是

这个“大”，让它常常不大像一个整一的运转灵敏的有机体，零件四

散，各转各的；甚至不大像一个稳定的轮廓清晰的固体物，体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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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乃至中国内外的许多界限，日益模糊。 

因此，从“政府”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庞大的

行政和体制性力量，在深广的社会巨变中扑腾起伏。它常常固执己

意，有时也不得不顺从时势。当积习发作的时候，它好像要拉着社

会退回过去，实际上却不可能，总有一些打开的门窗锁不回去，一

些新的空间抹不掉了。它现在内蓄多种势能，其中几乎每一种，都

与体制——乃至国境——外的同类互相呼应，这些势能之间的聚合

冲突，就势必越搅越大。虽然看上去波浪不高，大多还只在水面下

暗涌，其漩涡却日渐深广，已经将整个社会，甚至很大一部分世

界，都卷入了其中。这些势能当中，有一股特别气势汹汹，它左手

弄权，右手拢钱，一心将中国推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轨道，以便独

吞经济增长的成果。但它越是接近目标，社会越颠簸得厉害，其他

势能的反弹，也就随之而起。这些反弹并不能完全挡住它，但却足

以震响警报器，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社会的倾斜已经到了危险的地

步，那庞大的行政和体制性力量，也不再仅仅显形为我们熟悉的那

个“政府”了。 

这就是说，即便在最为狭窄的意义上，“政治”一直在变化之

中。在这片领域里，过去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政府，围起栅栏、划定

方圆，居高临下、监管一切；现在不同了，栅栏毁了一大半，地上

的划线横七竖八，监管者依然攥着最多的工具和资源，其面目和身

形却日渐模糊，有时候你甚至会觉得，这地界上好像没有“监管”

了，什么势力都可以进来捞一把……目睹这样的现实，一个对政治抱

有理想的人，多半很泄气吧？但如果仔细分析，你多半又会觉得，

事情并不是那么无望。这一次灾情对上下各界的冲击，就给了我们

许多对政治的正面感受，尽管我们都明白，一旦情况变化，别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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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一定袭来。因此，当我说“先得要看政府”的时候，不是说大家

只能仰头等待，看它给我们多大信心，而是说要从“政府”这一扇窗

口，去了解行政和体制性力量的变化，看清其活动领域的新的状

况。这领域现在扩展了许多，边界也不再如昔日那么封闭，这一次

的救灾更确实显示了，不但恶性的因素纷纷介入，良性的因素也能

够介入，并且发挥相当的影响。当意识到政治变化所蕴含的种种不

良趋向的时候，也要充分看到，良性的趋向同样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说，打破那个恶性循环是可能的，

我们应该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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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最给人信心的，还是民众。民间捐款和捐血之快、数额

之高，均为近年所无；大批远地的志愿者——主要来自经济发达地

区的中等收入阶层，也有其他地区的工人和农民——入川救灾，更

是前所未有。比起官员、资本家和其他公众人物，普通民众的救灾

热忱本色得多，也积极得多。 

这热忱的背后，是某种模糊的共命运感。虽然还是内外有别，

对川陕甘灾民的巨大同情，并没有扩展到缅甸灾民的头上，你甚至

可以预料，今后对于邻国的灾难，大多数中国人依然会很冷淡，但

是，确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了对一己之私的超越。“别的都让

开，救人要紧！”“人人都会遭难，这时候就别分你我啦！”“太惨了！

我得做点什么！”“平安就好，今后要珍惜生活啊！”……三个月来,这

些遍布灾区内外的言行，无论其为积极还是消极，都让你强烈地感

觉到，灾难时刻的人民，真是打开了心胸，和平时大不一样。 

不必把这热忱归因于某段历史时期，无论“毛泽东时代”，还是

“改革开放”。它当然从这些时期得到滋养，1950 年代形成的“一方有



9 

难，八方支援”的传统，1980 年代的“人道主义”思潮，都在它这一次

的爆发中闪耀光彩；但它也在这些时期遭受损害，“文革”造成的至

少两代人对“人心”的疑惧，1989 年以后民众公共意识的普遍消退，

至今还很深刻。我觉得，这一次人民的热忱其实有更长远的历史根

源。至少晚清以来，每当中国发生大难，民众都会表现出巨大的救

援热忱和共命运感，每一个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不会忘记那些可

歌可泣的往事。 

中国这么巨大，有这么悠久的文明历史，民间积蓄的这种爆发

式的精神能量，是无论遭遇怎样的恶劣状况，都不会完全消灭的。

即便一时遭受重创，只要有几十年的和平，一般社会状况不那么紧

张，它就会逐渐恢复，重新滋长。“文革”结束至今，三十多年没有

大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了，社会财富的总量快速增长，一般人民的生

活水平，也比过去有所提高，不说中上阶层，就是许多普通人家，

也有了援助他人的经济能力，再加上这一次的视觉媒体，以空前规

模和频率实报灾况、渲染悲情：在这种种情形之下，民众怎么会不

奋起救援呢？ 

当然，再可观的能量，只要是因灾难而骤起的，多半随着灾难

的平复而疾退，不能期望人民的“不一样”，在灾后还能长久延续，

那些被压抑的精神陋习，难免卷土重来。 

但是，这一次的情形似乎又不同。地震之前，拉萨骚乱和奥运

火炬事件，已经强烈刺激了民众，地震再一来，民众——特别是大

中城市的白领青年和大学生——的情感爆发，就必然不止是针对腹

地的灾难，也同时指向海外的压力。对受灾者的深切同情、对西方

媒体的无知和傲慢的反感、对逆境中的弱者的感同身受和共命运

感、要战胜所有压到我们头上的困难的强烈愿望……前几个月已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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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起的爱国情绪，迅速聚化为对“中国”及其“一定会强大”的激情认

同。5 月 19 日全国哀悼日，数万人聚集于天安门广场，眼泪和拳头

交相辉映：“四川，挺住！”“中国，挺住！”“中国一定会强大！”差不

多十年没见过这样大规模的爱国热情的自发表现了。置身这些口

号、标语和旗帜之海，大概谁都觉得，人心不会再冷下去，历史应

该翻开新的一页了？ 

不难看出这情形的正面意义。它至少说明，无论中国人参与公

共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如何受挫，也无论“市场经济改革”如何软硬兼

施，诱迫人们聚焦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更无论媒体如何教导人们远

离“崇高”，到“消费”中去体会“人生”、“成功”的意义，许许多多的中

国人，依然需要认同某种（些）精神的价值，某种（些）个人物质

生活之外的更大的事物。至少现在，中国人还不是一个甘当“经济动

物”的民族。 

不过，和社会各阶层普遍同情灾民不一样，到目前为止，只有

部分民众明显表现出对“中国”及其“强大”的认同。这也正常。通讯再

发达的社会，总是只有一部分人有条件表达自己，其他人——往往

是多数——默不做声。当电视、主流报刊和网络让你觉得，是那些

经济发达地区——尤其大中城市里——的、1980 年代及以后出生

的、属于中等收入阶层或还在大学读书的、多半没有直接受灾或目

睹灾况的人，充当了这一波爱国热潮的主体人群，我们一定得记

住，大多数人还没有说话，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这些沉默者当中，一定有许多人不赞同、甚至并不在意这一波

爱国热潮吧，尽管他们亲近自己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且根据不同的

定义，都觉得自己是爱国者。但我相信，媒体呈现的这个高呼“中

国”的主体人群，并非全是虚幻，即便在那无声的大多数人中间，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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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若干代表性。 

如果这两个假定大体不错，那我就有一连串问题，要在这里提

出来： 

首先，这个主体人群认同的是什么“中国”？ 

前面说过，现代中国革命的政治结果之一，就是形成了与譬如

现代西方明显不同的政府/国家/社会状态，不但政府和国家很难分

开，社会也和它们深度结合。与此相应，现代汉语对这些政治概念

的命名和使用，也是笼而统之，譬如英文的 country 和 state，差别

甚大，我们却都称为“国家”，甚至 government，政府，也常常自称

“国家”，以致一般人在表达——亦在认识——上，并不习惯区分不

同涵义的“国家”，甚至不习惯区分“政府”与“国家”。 

正是这种现实的混杂和命名的笼统，给了“国家”一个充当顶级

价值名目的可能。至少这大半年里，它就表现了极大的聚合力，将

“民族”、“中华文明”、“现代化”、“全球化”等等，都含糊地吸收为自

己的一部分。它俨然成了许多中国人公共认同的首要对象，其他风

云一时的概念：“人类”、“世界”、“个人”、“人民”、“社会主义”、“阶

级”……好像都无力与之抗衡了。 

但也正是这样的现实和命名，让我们实际上对“国家”又很困

惑。一个对政府和基本制度有较大反感的人，很容易冷淡国家和社

会，觉得这些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我们看看四周就知道，这样的人

真是不少。也有许多人不想走得这么远，他们依然愿意——至少在

一定程度上——爱这个国家，但其所爱之“国”，通常偏于抽象：“中

华文明”啦、“吾土吾民”啦，似乎只有避开具体存在的政府和政治制

度，他们才能安心爱国。另外还有一些人，是主要到与别国的交涉

——包括现代史上对这交涉的屈辱记忆——中，去体会“国家”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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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护照、关税、领土、能源短缺、南京大屠杀……但是，这样的

体会往往需要一段与国内实际政治生活的距离作为保障，一旦这个

距离缩短、消失了，就很容易被冲散。单靠“鸦片战争”和“南京大屠

杀”那样的历史知识，很难长久维持一个人的爱国之心。 

一群人坐在一起，每个都说自己是爱国者，可你仔细问一遍，

大家所爱之“国”，十之八九都不一样：这样的情形，见得还少吗？ 

中国的现代之路，走得和许多别国都不一样，中国人对“国家”

的体认，一定和许多别国人不同。这一波爱国热潮的主体人群，所

爱的究竟是什么呢？应该不再是上面所列的几种了吧？那是什么

呢？是由制度、疆域、人口及其符号系统构成的现实的“国家”？是

中央政府所握执的日益壮大的“国力”？或者比上列的几种更模糊，

只是一个与政治/语言现实一样笼而统之、难以明确的情感的“中

国”？ 

其次，这个主体人群是经由何种精神或物质途径，体会到“中

国”之值得认同的？ 

我首先想到这一些途径：这一次中央政府全力救灾，充分显示

了“国家”的实力和重要；身为人口和疆域大国的知识国民，却在最

近三十年深切感受到与西方相比的“落后”的自卑，再加上悠久文明

的历史记忆，自然激聚成对中国之强大的由衷渴望；最近二十年

GDP 持续增长，中等收入阶层的物质生活明显改善，可以买公寓、

买汽车、出国旅游、到第五大道和 Lafayette 百货公司去购物，北

京、上海与伦敦、东京的“硬件”差距，更是快速缩小：这些似乎都

确证了中国的“崛起”，令人很容易对陪伴——乃至主导——这一切

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发生好感…… 

当然还有别的途径；就是上列的这一些，也都需要进一步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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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来核实。但我们不妨就沿着这些途径所凸显的方向，继续提问。 

 

4 

今日中国各种思想的一个交锋点，是如何评价最近 25 年——特

别是 1992 年以来——的“改革”。这一波爱国热潮是从怎样的角度加

入这个交锋的？从我上面列出的那些途径来看，它的至少一个重要

来源，是其主体人群对经济持续发展、消费水平逐渐提高、国家诸

种硬实力明显壮大等物质状况的切身体会。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

人群所代表的对于“中国”的新认同，正内含了一种对于“改革”的总体

的肯定？ 

自 1990 年代中期开始，一种与“毛泽东思想”明显不同的新的主

流意识形态日渐成形。作为 1992 年再次发力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孪

生兄弟，它很自然地充当了这场“改革”的首席宣讲师，我也因此暂

名其曰“改革主义”。倘说这一波爱国热潮在事实上增强了肯定“改革”

的声浪，那它和“改革主义”是什么关系？是提供了对“改革”的另一种

认识，虽然也是正面的，但角度不同，因而形成了对“改革主义”的

某种突破？或者相反，它正是“改革主义”的衍生物，标志着其国际

面向的初步成形？用“改革主义”的一个流行符号来说，21 世纪的“成

功人士”不但依旧满口英文，而且开始鼓噪“大国”的“崛起”了。和对

“美国模式”的崇拜相比，也许这样的鼓噪声，才更能表现“成功人士”

的成熟的政治意识和全球关怀，令它的形象趋于完整？ 

人们常说，1989 年之后的政治和经济状况，迫使中国人主要从

“个人”和“物质”——而非也从“社会”和“精神”——的角度去确定自己

的生活意义。最近二十年的社会现实，基本上是印证了这个说法

的。那么，这一波爱国热潮是否改变了这个现实？如果有改变，程

度如何呢？从民众对一己之私的相当普遍的超越，可以说它确实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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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那个被“个人”角度遮蔽的“社会”——或“公共”——角度的部分的

重现；我们能不能说，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那个被“物质”角度

扭曲了的“精神”角度的重现呢？ 

倘若回答是肯定的，那是什么样的精神的角度呢？是前面谈到

过的那种对抽象“逆境”的体认么？当人们将“地震”和“西方”归为一

类，高呼“四川”和“中国”一同“挺住”的时候，你确实能感受到这种体

认在沸腾：对灾难的震惊、对“西方”的失望、屈辱的历史记忆、现

实生活的压抑感、不甘心“就这么算了”的冲动、怎么也难灭绝的好

胜和自尊心……一旦某个突发事件将所有这些吸聚到一起，形成一个

“陷身逆境、自强不息”的想象的位置，许多还对人生和世界抱有希

望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就很容易被它吸引，要站进其中，领受鼓

舞。晚清以来，这样的情景一再发生。我甚至觉得，在今天，这样

的搭建在逆境之自觉上面的精神位置，可能比“传统文化”或“黄皮肤

黑眼睛”更有感召力，更能将实际分立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联系到一

起，令其觉得“都是中国人”。 

倘否回答是否定的，那又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一波爱国热潮，

至少是其若干关键的构成因素，例如前面谈到的那个主体人群体认

“中国”之可爱的途径，依然表现出深刻的唯经济——甚至是唯物质

——倾向，因此并没有脱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消费”的如来之

手？就像公寓和汽车有力地塑造了我们对于“个人”的体认一样，薪

水、中央商务区、出国旅游的机票等等，也开始有力地牵引我们对

“国家”的体认了。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波的爱国热潮，是否正从一

个方面，诡异地体现了“消费＝人生”这一全球性价值确立模式的巨

大的扩散力？ 

这一波爱国热潮的主体人群，基本是由接受了系统学校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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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构成的。1990 年代中期以后，学校教育倾斜得越来越厉害，

应试教育模式实际上覆盖了整个中小学阶段，大学教育日渐偏往轻

文理、重应用、薪酬导向的轨道，历史和文化教育的空白点，更是

有增无减……照一般的理解，这样教育出来的人，多半脑子比较简

单、机械，不关心社会，只在乎个人的物质生活和成功。可是，这

一次分明有许多平常似乎正是如此的年轻人，积极投身救灾热潮，

为“中国”呐喊和落泪。这该如何理解？今天这样的学校教育，究竟

在中等收入的年轻一代及其候补人群身上打下了怎样的烙印？它是

如何作用于他们的社会/精神视野、政治态度和思维能力的？又是如

何与同样作用于他们这些方面的其他社会“教育”——例如传媒和职

场教育——互相呼应或冲突？一个大学毕业的白领，TimeOut 的订

户，对街头乞讨的老妇看都不看一眼，每日孜孜于赚取偿还按揭之

款，这一次却对着电视机里的国旗泫然泪下，还冲动地报名去北川

当志愿者——尽管后来没去成：如果你和他面对面，你怎么理解

他？是觉得他内心分裂？还是觉得很正常，种种看似矛盾的心理和

行为底下，其实有更深的相通，而这相通的奠基者之一，正是他从

7 岁开始接受的 16 年的学校教育。 

5 月 19 日天安门广场上群情激奋的年轻人，似乎再一次证实

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社会或集体认同，通常是从对第一世界的抵抗

中获得动力。自晚清以来，几乎所有政治人物、军人和文化人，只

要谈到“新中国”——无论那是什么颜色的，都认定它应该“强大”，似

乎不“崛起”，就没有中国之“新”。而这“强大”或“崛起”的具体内容，

则每每因时而异，有时候说得相当清晰，有时候一团模糊，只是一

句口号。那么，这一波爱国热潮祭出的“强大”二字，是怎样的涵义

呢？是世界首富？军威最盛？或者民权发达？精神文化阔步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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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又和以前多次出现的那样，并无清晰内涵，只是一团模糊？ 

目前来看，答案好像是后者，大半年来，政治人物和文化人，

更不要说那些激动的年轻人了，对国家未来的描绘，线条依然极

粗。这也自然。如今整个世界，大凡有点头脑的，都对人类的未来

深感迷惘。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好像都断了，资本主义自己的毛

病，却越来越重，各种现成的政治和社会理论，又都给不出足够的

光亮，在现实的黑暗中四面摸索，就成了大家共同的命运。我们当

然也不例外。 

这是一般而言，中国更有特殊之处。今日中国大地上，支配性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已经远远超出现有理论能够照亮的范

围，也明显偏离了西方主流现实指示的方向，因此，无论今后实际

的国家形态，还是人民对这国家的体认，也无论从一般的立场来

看，它们是令人欣慰，还是引人担忧，都势必与二十世纪见惯的不

同，是新的面目，也是新的路径，更是新的紧张。在没有路标的荒

地上走，再顺当也快不了，何况一定常常迷路，进一步绕两步的，

更加费时。从这个角度看，这一波爱国热潮在国家认同上的空洞和

模糊，正是不可避免的吧。甚至还可以因此乐观：它们是不是也为

新的社会思想和实践，腾出了不断填充“国家”认同的宽大的空间？ 

社会气氛明显转变的时候，知识分子总是特别敏感。中央政府

和民众的积极救灾，引起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激赏，他们由此反

省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界的言行传统，例如总是从批判的立场看待

现实，觉得民众容易受蒙蔽，等等。倘说整个 1990年代，知识界区

分“翼”别的主要界限，是看你尊崇“个人”自由，还是强调“阶级”——

或者温和一点，“阶层”——冲突，现在却有第三个基点浮升上来：

“国家”的“崛起”。尽管这“国家”的涵义，似乎众说纷纭，其中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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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却相当清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势，现实的“国家利

益”，应该成为权衡取舍的主要标杆。无论三、四十岁，还是五、六

十岁，也无论以前常被人目为何种“主义”，似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

子都开始谈论“国家”，在那新一波爱国热潮的汹涌中，不乏知识分

子的弄潮身影。 

总体来看，这自然是表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历史敏感。从康

有为的时代起，中国人就一直盼望自己的国家“站起来”。政治人物

多次宣布已经“站起来了”，但人民最后却每每失望，因为发现还是

站得远不够挺直。但是，这一次似乎不同，一百五十年来，中国第

一次在 GDP 的绝对数值上持续飙升，接近世界的前几位，以至西方

都有人预测，五十年后中国在经济上世界第一。正是这个新的情

况，让许多人相信，中国这一次真是临近了“大国崛起”的历史转折

点，知识分子必须拿出新的思路，展开更为积极的行动。 

但也还有一些具体的原因，要分开来讲。 

近年来，一方面是社会矛盾的膨胀，现实愈益严峻，另一方面

是知识界和整个社会情绪的低落，萎靡不振，这两方面的汇合，激

起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迫切地想抓住某种坚

实可靠的东西，自我激励。而无论“国家”还是“人民”，此时都比那些

福柯式的、每每致人无处立足的激进理论实用得多，他们当然要转

向它了。1990 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校园内外，福柯、德里达等等领

头的西方批判理论，一直影响巨大。但今天，如果知识分子的这一

堪称激烈的转变持续蔓延，西方批判理论还能保持这样的影响力

吗？更重要的是，转变中的知识分子，如何处理已经堆积在自己思

想中的那些激进的理论片段？ 

由于严格的信息管制，今天三十岁以下的人，普遍不了解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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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巨大风波，今天四十岁以下的人，普遍不了解“文革”和 1950 年

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些历史记忆的欠缺，显然也影响

了许多人对“国家”的现实形态的判断。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一直是在全球视野中把握中国问题的，

尽管从不同的眼睛看过去，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今日世界，是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独大。你越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越是关注如何制

衡美国之独大，就越会觉得，中国必须强大，中国的发展，应该以

“强大”为首要目标。而越是了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你可能又

会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只有一个强有力、同

时比较开明的中央政府，才能遏制吏治之腐败、保持社会之稳定、

国家之统一，进而达致中国之强大……在这样的思路中，现实行动的

可能性似乎成了思考的第一要义，对世界大局的关注，也很容易令

人忽略中国社会内部那些不能被“强大”代表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正是对中国在中美或中西方关系中被压抑的弱者

位置的充分自觉，导致了应该在自己国内尊崇强者——“国家”——

的思路。在国际上是这样，到了国内却那样，二者的种种不一致，

是否正体现了现代中国的左翼思想和革命实践的某种悖论式的宿

命？ 

…… 

一连串问题。至少此刻还难有完整的答案。但我因此明白了：

潮水势将退去，地形却已经改变。当人民的救灾热忱和爱国激情逐

渐消散的时候，它们冲开的那些社会和人心的空间，它们对新的思

想、精神和行动的召唤，却继续存在。 

 

5 

可以很快地列出一系列川陕甘地震后的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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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灾区各级政府顺应民意而打开的若干空间，特别是“志愿

者”的大规模行动模式及空间； 

在各界踊跃救灾中凸显的“人民”、“80 年代生人”等等的正面形

象，它们能部分地消除积久形成的普遍的沮丧和放弃感； 

全民救灾和爱国热潮所显示的人民内在的公共认同的需求，将

近 20 年里，它是第一次以如此规模释放出来； 

民众因非常局势形成的对官僚腐败等等不愿麻木对待、奋起斗

争的热忱，这开始主要是表现在灾区，但也在向其他地方扩展； 

民众实际救灾获得的在现实条件下开展公共行动的经验，其中

当然不只有积极的部分，但就是其消极部分，亦有相当的正面意

义； 

地震及其前后事件所提供的新的观察点和分析角度，知识界如

能及时抓住这些新的思考条件，当可对现实做出有力的分析…… 

但是，另一面的情况也不容小觑： 

就灾区而言，一旦渡过最初的失序状态，新的政府管制体系重

建起来，在救灾过程中开放的各种空间，有可能被缩小以至关闭； 

如果灾后重建的巨额投资，依然由地方政府一手分配，如果住

房和生计被严重毁坏的当地民众，不得不比灾前更依赖政府，新的

贪污腐败就很容易滋生，而且比灾前更少阻碍…… 

事实上，现实社会的各种负面状况，若干政府和国家机器的积

久形成的运作惯性，正在以各种方式，将激动起来的社会——不止

是灾区——拽回过去的萎靡状态。要想保持和扩展上列的各种新气

象，顺势推进社会的良性改造，并非易事。 

在这两面混杂的情形中，像我这样的学院知识分子，能做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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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努力了解和传播多样的灾况和救灾信息，揭发那些总是有

人想要捂住的人祸，持续追究其制造者的责任。 

可以持续关注救灾和重建的资金问题，从“如何使用 400 多亿社

会募捐”，到“如何使用所有公共资金”，从增加各级财政预算的透明

和公平度，到建立一套可有效监督的公共资金分配制度，将因非常

状态而起的对于各类制度建设的关注，扩展为对平时的更大范围的

同类现象的干预。 

可以用言论支持和亲身参与等等方式，扩大在救灾中打开的民

主参与的实践空间。这样的空间并不意味着与国家机器的必然对

立，恰恰相反，就实情而言，它几乎必然要与那机器的运作结成多

样的非对抗的关系，这也常常正是它得以成形的前提条件。不过，

我还是要说：这样的空间应该逐步扩大它的“民间”意味，而不是最

后被收编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如果那样了，无论对社会、国家还

是政府，都不是好事情。 

更可以瞪大眼睛，密切关注灾后重建的整个进程，警惕一部分

官僚和国内外资产阶级联手攫利，加重灾民、中央政府和各地捐助

者的负担。如果各方努力，因抗灾而激发的勃勃民气，能够转化为

持续参与和监督重建事宜的正面力量，那就有可能将灾后重建发展

为某种良性建设的“试验”项目，为整个社会的全面改善提供经验和

教训。 

当然，和以上四件事相比，我们更该做、也可能做得较好的，

是第五件事：发展新的公共认同，推动社会形成促其良性改变的精

神依据。 

一个现代社会，要想长治久安，就不能只靠各阶层之间——以

及其内——的利益平衡。它必须建立公共的价值认同，来充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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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依据。倘说在今天，“如何看待’国家’”，已经成了一张反映今

日中国人公共认同之普遍状况的最有效的测纸，甚至在一定范围

内，“国家”已经成了公共认同的一个新焦点，知识分子建设良性公

共认同的首选的着力点，就应该也是“国家”。 

即便“社会主义”时期和“改革”的前二十年，常常有别的流行词汇

盖住了“国家”，中国人也一直是很爱国的。正因此，从前面的描述

可以看出——如果其中的那些假定和估计能被证实，这一波爱国热

潮确实显示了中国人认同“国家”的若干新形式：对个人物质生活的

“正面”体验，对中央政府的行政、资金和军事力量的“正面”感受……

并不是说人民过去就没有这类体验和感受，但至少最近 30 年里，这

类体验和感受好像是第一次这么普遍而强烈地表现出来。 

这些年，不断有雄辩者告诉我们，全球化时代了，“国家”不重

要了。像我这样读着鲁迅长大、后来又读过一些马克思的人，也不

会真觉得“国家”有多么神圣。但是，我看重这一次全民救灾，也看

重这一波爱国热潮，因为它们表现了人民公共认同的深厚潜能，如

今的中国，是太需要这潜能的勃发了。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弄得

獐头鼠目、四分五裂，现在是太需要舒展身心，抖擞精神，堂堂正

正做一回中国人了！ 

但唯其如此，中国人的公共认同，就不能只是被一个“国家”圈

住；我们对于“国家”的热爱，也不能都——甚至不能主要——依靠

对个人收入和物质国力的自得。这些都是不稳定的，也多半不持久

的，一段时间的经济停滞，到处可能发生的负面的政治感受，会极

大地破坏它们，进而挫败那宝贵的、正借它们以显形的社会——不

只是心理——能量。 

所以，知识分子应该更大声地、也更多样、更辩证地来讨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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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不只是赞叹那些新的爱国体验和感受，更是接着它们往下讲，

往前讲，扩展和丰富它们，创造人民公共认同的更宽阔的前景： 

——勾勒人的生活世界的完整轮廓，特别是描述那些被日常物

质消费所遮蔽的生活内容：人们越是发现自己意识到的生活经验是

片面的，就越不会满足于经济发展之类的单项目标，而会转而要求

人的生活的全面改善； 

——进一步扩展人们对“现实”的理解，深入分析个人、社会、

国家、地方、阶层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人们一旦认识到“政府独

大的政治状况”与“实际社会生活的多样关系和潜在能量”之间的深刻

矛盾，就不会再让“政府/国家”挡住自己的全部视野，而随着对别的

那些至少和“国家”同样重要的社会层面的体察不断深入，人们对“现

实”的范围的理解，势必大大拓展； 

——深入描述 150 年来中国被动现代化的曲折历史，特别是描

述“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等等在此段历史中形成和变迁的丰富

过程，打破现行教育和传媒体制对这一段历史之论述的深刻限制：

正是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基本了解，能让国人在现实刺激面前保持清

醒，在深切体验的同时，不丧失鸟瞰式的判断能力； 

——深化国人对国际和全球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强调中国对于

全球应负的历史责任：只有充分意识到西方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

严重倾斜和难以为继，同时意识到中国对于探寻合乎道义的全球秩

序能起的作用，人们才不会只是一门心思要与现行“世界”“接轨”，也

不会两眼只盯住国际竞争、将道义丢诸脑后，而愿意发展真正有气

度、担责任的大国之国民/政府的精神和风度； 

——展开对于“我们所希望的国家”的充分讨论，由此展开国家

认同的“未来”面向，事实上，这个面向正是被动现代化的社会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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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同上与英国那样的先发现代化社会的最大区别所在；如果这个

面向能充分展开，就可以破解今日的基本政治现实——政府、国家

和社会混成一团——给国人造成的困惑，避免“国家”成为权贵阶级

的令旗，将其转化成推动政府和社会良性变革的一项重要的正面依

据。 

…… 

一句话，要努力拓宽“国家”和国家认同的涵义。这也就是从一

个关键的方面，拓宽中国人的公共认同的涵义。 

无论是一个冷酷的、差不多完全被逐利逻辑支配的政府，还是

一个短视的、缺乏政治头脑的资产阶级，它们都会竭力缩小“国家”

和国家认同的涵义，抹杀人民公共认同的需要。知识分子要做的正

是相反。在某种意义上，只有当“国家”成为一种包含了多样侧面的

指向未来的价值目标，能将我们的视线引入远远比“国家”广阔得多

的世界，我们对它的热爱才能经得起打击，我们也才不至于动不动

就跌回冷漠和空虚。 

 

2008 年 8 月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