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1

2021 年第 4 期

一定意义上，现代资本主义的兴

起构成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思考

现代社会共同的价值关照。在现代资

本主义兴起的过程中，现代性无疑形

成了这些讨论的起点。尽管拉图尔在

《我们从未现代过》这一书中，将现

代本身视为是对时间的一种命名形式，

指出它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与过去

的、旧有的、传统的分裂和割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我们不是从未现代过，尝试在时间“断裂”之处寻找“永

恒”的努力因现代性而未曾实现。“现代”这个名词，

包括形容其特性的“现代性”这一形容词，所内在的

含义，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一种永动的加速，一种

背叛性的割裂，一种革命性的颠覆。

时至今日，当研究者审视一国或跨国的诸多文化现

象、技术革命、邦交关系、传播活动之时，仍旧无法摆

脱现代性这一强大而宏阔的语境。技术发展、经济社会

进步、知识话语与权力结构等均可视为现代性语境中的

显性议题。因此，思考何为现代、何为现代性，或将有

助于理解我们身处的时空和社会。有关现代性的著述颇

多，商务印书馆出的“现代性研究译丛”是研究现代性

的必读书目。从阅读体验上，阅读有关现代性的书籍和

文献是艰难的：一方面现代性问题被广泛讨论却尚未形

成共识；另一方面，现代的面向多种多样，所需要的历

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知识非“一日之功”。

在这套译丛中，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的《一

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因文风

未竟的逻辑：从未走出的“现代”
张虹

天然、论述真实而缓和了上述两方面带来的畏难情绪。

在书中，伯曼用一种写史、写人、写思、写意的

笔触，讲述了弥漫在 16 世纪直到今天的现代性气质与

内涵，讲述了有关现代性或融合或断裂、或趋同或变

异、或建设或破坏、或清楚或含混的昨天、今天与明

天。作者截取了“浮士德发展的悲剧”“马克思的现代

主义”“波德莱尔大街上的现代主义”“彼得堡欠发达

的现代主义”“在象征森林里纽约的现代主义”五个

历史截面，试图将原本混杂不清、稍纵即逝的现代性

体验呈现在读者面前。

成为现代，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伯曼看来，所谓的现代性就是发现自己身处一种

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人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

快乐和成长，去改变自己和世界，与此同时它又威胁，

甚至要摧毁所拥有的一切，摧毁所知道的一切，摧毁

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现代性本质就是断裂性，诚如杰

姆逊在《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一书中，指出

的现代指的是教皇时代结束，但新的时代还没有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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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当代时期”，在历史特征上表现为“时代的断

裂与破碎”。在对现代性历史脉络的梳理中，无论是

浮士德建设性的破坏，还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

中所揭示的“一切等级的和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无论是波德莱尔的林荫大道上遮蔽或凸显了多少穷与

富、贱与贵、丑与美、假与真、上层与底层、破碎与

完整的矛盾，还是纽约的森林里上演着多少资本主义

工业时代的成就与辉煌、破败与惨淡，都能够从中读

出伯曼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

正如马克思这样描绘现代社会的图景：生产的不

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

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

方。一切固定的讲话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因素、

被尊崇的观念和简介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

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

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现代性

使得一切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解体并

异化了，现代性在伯曼笔下，不仅再现了一个客观的

历史迭变，而且是在字里行间揭示了普罗大众的男男

女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去体验现代性，去成为现代，

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现代性将人们卷入其巨大的

漩涡之中，将人们变成它的主体去创造、去建设、去

迎接的同时，也把人们变成了它的客体，去毁灭、去

破坏、去逃避。

按照哈贝马斯《论现代性》中的观点，现代表达

了一种与古代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它是新世界体系

生成的时代，包含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

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在伯曼的书中，这一场声

势浩大的现代性体验，从 16 世纪初的探索一直横亘到

18 世纪 90 年代的法国大革命，培养出了伟大的现代公

众，但却只能戏剧性地出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各

个场域，兴高采烈地体验着发展带来的破坏；并从 19

世纪一直穿越到 20 世纪，在这个阶段，现代性把全球

范围内的公众全部打破成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

情感的、生活的、商业的、市场的、民族的、传统的

碎片，并在现代主义的风中日渐消散。

在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波德莱尔那种所谓的“从

短暂中抽取永恒”的现代性体验，工业化、城市化、

现代化、全球化、殖民主义、民族国家、市民社会、

世界主义等种种完整的历史过程，却在一个个碎片化

的个体身上变得脆弱而疏离，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前

所未有的完整而永恒，却也前所未有的破碎而短暂。

我们原本所坚守的价值标准、道德情感，在每一条林

荫路上，每一个咖啡馆里，每一个超级市场中，甚至

是一场电影、一场演唱会中变得模糊而松垮。个体成

为了前所未有的现代个体，成为了世界化的个体，却

也丧失了个体本应有的主体性。用伯曼的比喻，在现

代性强势的、向前的、发展的逻辑中，浮士德般的理

想与情怀已然消失。

现代性逻辑中消失的“浮士德”

现代社会凭借其内在活力暗中削弱着阶级、阶层、

职业、性别角色、核心家庭、工厂和商业部门在社会

中的形成，也削弱着自然的技术经济进步的先决条件

和连续形态。在 “浮士德——发展的悲剧”中，伯曼

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来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

的悲剧：“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

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

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使得工业生产技术、科

学技术等铺天盖地地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

情感的方方面面，每个现代的男男女女都在空前的工

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无意识地成为了现

代主义者，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现代主义。

首先是，家人与爱情。浮士德与葛丽琴的爱情与

其说是一种发展的悲剧不如说是发展的闹剧。原本质

朴单纯的爱情与亲情都被放在种种变化与发展的压力

之下。葛丽琴原本天真无邪的感情必须变成精致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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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才能足以面对自己所经历的感情上的大

变动。她不得不建立并维持一种双重的生

活，应付家庭、邻里、教士全景式的监视

和令人窒息的压力。对于葛丽琴来说，她

现有的爱情颠覆了原有的旧式的、纯粹的

社会角色，然而在浮士德的时代，她只能

在巨大的生活背景下，不断地重塑自我，

成为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浮士德所爱的

那个天使般的小女孩，在他面前消失了。

浮士德的爱情是现代的、是成熟的，同时

也是幼稚的，他的爱有着完整而破碎的社

会环境，包含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广阔空

间，爱情那种田园诗般的感觉失去了原有

的意义与内涵，在现代性的浸入下，从内

开始发生异化，被重新塑造和发生。

其次是，家园与故土。在伯曼的分析

中，浮士德虔诚的创造，实际上是在破坏

和瓦解。浮士德孤立、敏感、否定性地远

离了原始生活的整体，去专心地创造和发

展所谓的美好时代。“当他俯瞰自己的工

作成果时，他看到周围的世界都焕然一新，

一个全新的社会按照他的设想创造出来。”

在浮士德浩大的改造过程中，一切封建的、

宗法的、田园诗的关系都摧毁了，正如靡

菲斯特所说“我是否定一切的精神，凡是

生成之物本应毁损消失。”在现代性来临

之时，现代人精神上的家园与故土，在资

本、技术、物欲的浪潮中，如同斐莱孟和鲍西丝的小

房子，在浮士德的建设中消散。在资本主义生产力不

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土地只是变成

了承载居所的存在，变成了一个空洞的生成之物，永

远地失去了海风的凉劲、茅屋的温馨、神圣教堂的钟

声以及长满椴树的院子，现代人只是随波逐流地奔波

在一条条现代的大街上，在都市的繁华中生成着个体

的现代主义。表面上，发展的过程将一块块荒漠变成

了欣欣向荣的高楼和街道，而在发展的内部却再造了

一块块新的荒漠。人人只剩下了空在风中摇曳的支架，

没有家园感，没有故土情，精神的凄荒在物质的繁荣

中形成了最滑稽的悲剧。在浮士德的故事里，失去家

园的远不只是斐莱孟和鲍西丝，在现代性发展的悲剧

中我们都是精神上的流浪者。

最后是，自我与他我。在原子化的陌生人社会

里，单向度的人都努力契合着发展的逻辑、建设着新

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洛瓦为《浮士德》所作的插图，上图为《浮士德和

瓦伦丁的决斗》，下图为《浮士德和梅菲斯特在瓦尔普吉斯之夜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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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伯曼借梅勒的话，说明了现代人的“伪浮士

德”的追寻和创造：“我们都处于一个浮士德的时

代，注定要在自己完蛋之前，遇到上帝或魔鬼，而那

些逃避不了的真实矿石是开启这把锁的惟一钥匙”。

在现代性的发展中，现代人转变自身的惟一途径就是

根本地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改变整个物质的、

精神的、社会的、经济的、伦理的、情感的、道德的

世界。伯曼认为现代的男男女女都是在争先恐后地努

力成为一个 Ubermensch（超人），而不去努力成为一

个 mensch（真正的人）。人人都在创造和发展，人人

却都在自我毁灭和消失，以至最后，我们失去了自我，

变成了他我，成了一个不受束缚却又饱受束缚的“我”。

人们失去了幼年的童真，埋葬了整个传统社会中本真

的东西，用成年的状态生成了贯穿整个生命的体验。

浮士德的努力改造和建设原本是为了给人们提供自由，

却未曾想到在这种现代性的自由中，已经再也无法寻

回小时候听着复活节的钟声流泪的感觉了。浮士德杀

死了斐莱孟和鲍西丝，这使得“自我”在发展中讽刺

性的达成了“他我”，在杀死老人的同时，浮士德也

宣判了自己的死刑。当现代性声势浩大、汹涌澎湃地

洗刷了旧的社会之时，当浮士德发现自己再无事可做

之时，我们的灵魂将在丰饶的物质中感到精神的匮乏，

感到我们以“自我”之名降生，以“他我”之实存在

的无奈事实。

伪浮士德时代“精神故里”的消失

现代性是一种卡夫卡的境况，在这样的发展中，

每一个个体、群体和社会都处在不断地重构自己的持

续压力之下，假如他们停息了，就会被历史淘汰。伯

曼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的内在动机。在现代社会，人们

似乎能够无穷的接近现代性的要求，却又永无法到达。

尽管如此，历史也只是将我们带到了物欲、福利、市场、

商业所裹挟的境地，我们有许多事要完成，而事情本

身却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我们一方面想要植根

于一个稳定而一致的个人与社会的过去，另一方面又

贪婪地追求增长——不仅仅追求经济的增长，而且追

求经验、快乐、知识和感觉、能力等诸多方面的增长——

而这种增长会摧毁我们遗忘的自然和社会图景，摧毁

我们与那些失去了的世界的感情联系；再如，一方面

我们拼死地效忠于各个种族、国家、阶级和性别集团，

希望它们会给予我们一个牢固的身份，另一方面日常

生活却日益国际化——我们的衣服和家庭用品，我们

的书和苦乐，我们的观念和梦想的国际化——而这种

国际化会将我们的各种身份传播到地图上的各个地方；

又如一方面我们欲求生活所依赖的各种干净而坚固的

价值，另一方面，我们又追求现代生活和经验的无限

可能性，而这种无限可能性是会消除一切价值的。”

疯狂的发展速度，狂欢的现代资本席卷了最穷乡僻壤

的地区，无数的工厂、购物超市、大街、集贸中心、

中心广场代替了荒草与瓦砾、田园与茅屋，但在轰隆

隆的声响中，昔日的浮士德变成了今日的斐莱孟和鲍

西丝，现代性的风潮一波接着一波，空气中充满了被

繁复与丰盛包围的不安与惶恐。

斯坦伯格说：“现代性就是用一种侵略性的话语

来骚扰我们。”坚固的钢筋水泥，茁壮成长的高楼大厦，

熙熙攘攘的中心广场，某个超级市场里的浪费，某个

拆迁角落里的破坏，某个城中村里的无奈，某个贫民

区里的叹息……现代性就是如此矛盾而有趣。这里既

容得下最为壮观的建设与成长，也容得下最为丑恶的

挥霍与毁灭，既容得下最为富有的雍容与奢华，也容

得下最为贫贱的卑微与弱小。

现代化的生产技术、科学进步创造了丰富的物质、

优越的条件，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一场场用金钱和利益

推动的浮士德式的创造与革新。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时

代，人们被自己所创造的一切所阻碍，与其说我们依

靠技术与资本生活，不如说技术和资本依靠我们进行

扩张和膨胀。而扩张背后，则是精神故里的消退与沦陷，

是传统价值的式微与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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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动或被迫卷入现代进程的每一个国家与

城市，现代化冲击的是人类共同的“故里”，冲击的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城市一个家园灵魂的内核；

对于市民和农民，现代化在强化了城乡发展的矛盾同

时，也使得穷人和富人同样的失去了精神的故土。图

格海纳将现代的社会结果比喻成一种马拉松，每走一

步就会有人被甩在体制之外。在现代性的强势逻辑中，

许多家园的、故土的、传统的、生机勃勃的归属感被

悬置，许多疏离的、遥远的、现代的、单调庸俗的焦

虑被增添。

这种“精神故里的消失”在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

电影中随处可见：三峡库区拿着手机的打工者，《世界》

里想去乌兰巴托，却只能在世界公园里畅想“现代环

球梦”的农民工，小武在澡堂里唱歌，在歌女胡梅梅

那里寻找“爱情”，小山回家时，那七分钟的长镜头

下，漫无止境的归途与寻觅，都流露着现代化进程中，

故里消失对人物的重大精神创伤。

重思未竟的现代

当伯曼将跨度四百年甚至更长的现代性体验写成

一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历史时，身处

现代，回望历史，应该重新思考的是这样一些词语迷

雾带来的启发：现代与后现代、固态现代与流动现代、

重资本主义与轻资本主义、自反性现代性等，这些词

语在一定程度上都回应着现代性命题在今天的艰辛与

波折。一定程度上，现代的历史发展至今，现代性的

逻辑依旧在发挥作用。不仅关乎政权方式、经济生产、

社会组织、文化体制、大众生活，更关乎理性、自由、

民主等文明进程中的根本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伯曼的思考无疑宏阔而深远，现

代性的问题值得每一个城市和国家、个体和组织去重

新重视。直面现代性与生俱来的变动不居，正视现代

性带来的绝对变迁速度、全球性社会的断裂性巨变、

对于权力系统的依赖、劳动和生产的商品化等后果，

作为研究者应秉持敏锐和审慎，应不断观测技术进步、

社会发展的细节，对人们身处的“现代社会”“现代

性困境”“现代性后果”进行更为开放的剖析和交流，

从更宽广的维度去探索缤纷现代事件和实践背后的机

理和逻辑，去理解现代何以发生、何为现代性、现代

性的后果正在呈现怎样的新面向和新特征，或许将是

我们进行理论研究与学科对话的一种尝试。

“破坏难于建设”，对于理论的建设也同样如此。

面对现代性提出的命题，应避免因过度追求现代性所

造成的悲剧，在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少一些对于传统

物质与精神的破坏，多一些来自良知与心灵的对于故

里的回归，从历史时间的深处，寻找文化的自觉性，

在精神与心灵上保持一种“故里的归属感”，努力打

开现代与传统对话的可能性空间。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2017 级新媒体

方向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贾樟柯导演的电影《小武》讲述了一个在现实中尴尬窘迫，对未

来茫然无措的年轻人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