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本能、
革命、
精神胜利法
—评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

陶东风

在《阿Ｑ生命中的六个瞬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以下简称《六个瞬间》，引文
凡出自该著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①中，汪晖试图通过引入本能／ 直觉纬度，并上升到“关于身
体的政治视野”
（第７１页），
来重新解读鲁迅的《阿Ｑ正传》，证明阿Ｑ的本能、直觉和无意识是与
精神胜利法完全不同的东西，也只有它们才能使精神胜利法失效，颠覆已然被阿Q内化了的
“社会秩序”或“官方历史”
，展现阿Ｑ与现实的真实关系，重新发现革命的动力。用汪晖的话
说，
“阿Ｑ的革命动力隐伏在他的本能和潜意识里”
（第６６页）。因此，
以发动革命为目的的启蒙，
就需要“向下超越”
，
即向着直觉与本能超越。汪晖更认为这个“向下超越”的观点不仅是汪晖
的，
而且是鲁迅的，
是他通过解读《阿Ｑ正传》所描写的阿Ｑ生命中的六个瞬间发现的。
汪晖著作涉及的问题很多，他的有些解读很细致也很新颖（比如关于《阿Ｑ正传》的叙事
方式）。但在关于直觉／ 本能与革命、
革命与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与本能的关系等关键性问
题上，
我不同意作者的主要观点。在对六个瞬间的解读上，
我和他也存在分歧②。我尤其不同意
把“向下超越”
的革命观归之于鲁迅及其小说本身。本文是就这几个问题写的一点质疑，不算
是对汪晖著作的全面评述。

本是同根生
一、阿Q式革命与精神胜利法：
如果说历来的《阿Ｑ正传》研究注意得更多的是阿Ｑ身上的消极面，即精神胜利法，强调它
如何解构了阿Ｑ的革命动力，
使阿Ｑ安于现状、
得过且过，
那么，
《六个瞬间》的分析重心则在于
挖掘阿Ｑ身上潜藏着的“趋向革命的基因”
（第２４页）。在汪晖看来，
如果阿Ｑ身上只有精神胜利
法或国民劣根性，
那么，
他的革命要求和动力就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我们无法从精神胜利法中
找到革命的必然性。尽管《阿Ｑ正传》对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他的卑怯、怯懦，有许多生动的描
述，但汪晖感兴趣的依然是：
“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些片段、一些时刻、一些契机，说明阿Ｑ生命
中存在着某种个人觉悟的可能性？”
（第４０页）汪晖抱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阿Ｑ研究和之前的马克
思主义批评“对阿Ｑ身上的革命潜能的漠视和忽略”
（第２４页）。他直言：
“与大多数批评家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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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放在总结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上不同，我的分析集中在精神胜利法的偶尔的失效，重点提出
阿Ｑ人生中的、
内在于他的性格和命运的六个瞬间。除了个别的瞬间（阿Ｑ临死的瞬间）曾在写
作方法上被反复提及外，
其他瞬间在大多数分析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第３１页）
那么，
这个被汪晖看重的革命的“契机”
“潜能”
、
到底在哪里？汪晖认为在本能／ 直觉。他的
论述所专注的不是精神胜利法、
国民劣根性这些“寓言化”的、消极的东西如何顽固，而是使精
神胜利法失效的本能和直觉如何顽强，
哪怕它们只是一些片刻、瞬间。问题在于，这个被认为
可以使得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直觉和本能，
到底包含什么内容？它果真可以成为革命的契机吗？
如果能，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呢？政治革命、道德革命还是以本能欲望为动力的身体造
反？看来，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要先看看阿Ｑ式的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
“宣统三年”即发生
《阿Ｑ正传》第七章“革命”的第一句是：
“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③
辛亥革命的１９１１年，这不只提示了小说故事所处的时代，更表明鲁迅所写的革命不是抽象的
革命，而是发生在特定时空中的一场具体的革命，包括阿Ｑ的革命、假洋鬼子的革命以及构成
它们背景的辛亥革命。小说写到阿Ｑ为什么参加革命：
“阿Ｑ的耳朵里，
本来早就听到过革命党
这一句话，
今年又亲眼见过杀掉革命党。但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意见，
以为革命党便是造
反，
造反便是与他为难，
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
的。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
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Ｑ更快
④
意。”
之说也没有任何现代内涵，
看来阿Ｑ对革命谈不上有自己的理解，
他的“革命就是造反”

它不过是支配中国几千年的正统革命观的通俗版而已。把这种陈旧的革命观与社会法则、秩
序以及正史——
—总之是官方话语或官方意识形态及其在阿Ｑ 那里的内化形式精神胜利
法——
—对立起来，是造成一系列误解、误读的根本原因，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误解和误读，才
可能把精神胜利法和阿Ｑ式革命虚假地对立起来，
也才可能到阿Ｑ的精神胜利法之外、也就是
到本能和直觉中寻找其革命的契机（我们还会不断回到这个主题）。
正因为阿Ｑ没有自己的革命观，他的“革命”觉悟停留在“革命就是造反”的水平，因此，他
参加不参加革命，
完全取决于革命是否能够让自己获得身体满足和做主人的权力感。看到举
人老爷也这样怕革命，
于是阿Ｑ“便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
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
未
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
他得意之余，
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好，
”
……我要
⑤
什么就是什么，
我喜欢谁就是谁。”
“说不
还有一段更为传神的文字，
是阿Ｑ决定参加革命后，

出来的新鲜而且高兴，
烛火象元夜似的闪闪的跳，
他的思想也迸跳起来了”
“造反？有趣，
：
……
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
祠，
叫道，
‘阿Ｑ！同去同去！’
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
跪下叫道，
‘阿
Ｑ，
饶命！’
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Ｄ和赵太爷，
还有秀才，
还有假洋鬼子，
……留几条么？王
胡本来还可留，
但也不要了。”
“东西，
……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
元宝，
洋钱，
洋纱衫，
……秀才
—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
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
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
——
不动手的了，
叫小Ｄ来搬，
要搬得快，
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
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
吓，
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
当主
—可惜脚太大。”
这就是阿Ｑ的革命梦：
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
不知道在那里，
——
子，
发大财，
玩女人，
随心所欲，
作威作福，
“想要什么就是什么，
想要谁就是谁”
。阿Ｑ革命的目
标不过是身体翻身（食色性的满足），这样的“革命”的确是离不开本能和直觉的，是以本能为
契机和动力的，
它一旦突破意识或思想的防线，
结果就是生命本能乃至兽性的大爆发。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小说第四章
“恋爱的悲剧”
中描写的所谓阿Ｑ生命中的第三个瞬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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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三节末尾写到：阿Ｑ调戏小尼姑的“胜利”
“使他有些异样”，
“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⑥。
谁想到飘进土谷祠后却怎么也睡不着：
阿Ｑ开始想女人了。越想越不能自持，
竟然在不久之后
的一个晚上突破了他相信的“男女之大防”
（当然是官方意识形态规范），突然对赵太爷家的寡
⑦
。对于阿Ｑ“这一刻
妇女仆吴妈说“我和你困觉，
我和你困觉！”
并“忽然抢上去，
对伊跪下了”

完全出于本能”的瞬间举动，汪晖予以高度评价：
“森严的等级秩序，以及阿Ｑ对这个秩序的尊
崇，
被阿Ｑ的性本能突破了。”
（第４５页）我们实在不明白阿Ｑ对于一个寡妇的调戏怎么会突破
“森严的等级秩序”
，如果说这个性本能的所谓“突破”就是革命的契机，那它与兽性大发有什
么区别呢⑧？
这样一种阿Q式革命根本就不可能与精神胜利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因为它们不过
是专制主义与奴性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作为专制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精神胜利法的
确是与以自由、民主、个性解放、人民主权等为价值诉求的现代革命无法共存的，因为后者是
—身体造反、感官享乐、想干
一种全新的现代价值和现代现象。但问题在于：阿Q式的革命——
什么就干什么——
—却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革命，阿Q式的革命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都是
“现实法则”
与“官方正史”
规训的产物。美国的种族解放（美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是
革命而不是造反，
就是因为在这个运动中，不是黑奴最终反过来成了白人的主人，而是在解放
黑奴的过程中，
黑人和白人都成了公民，或者说，他们都从主奴的权力关系中获得了解脱。这
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但阿Ｑ的革命却不过是“翻身当主人”
，而不是消除主人和奴隶的等
级制及其意识形态。正因为这样，
这革命与他的精神胜利法构不成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只有
你当主人还是我当主人的位置变化），它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契机和动力，当然也
不可能从根本上突破精神胜利法（即使有几个瞬间精神胜利法的确失效，也是极为短暂的），
因为它们本是同根生。阿Q的病态人格（精神胜利法）和他的病态革命，
正好相互印证、
相互支
撑。比如，
阿Q虽穷，
却能够通过精神胜利法沉浸在“我的先人比你阔多了”的虚幻喜悦中，这
个幻觉中的他仍然奉行“阔人”高人一等的价值观，他的所谓“革命”
，不过是要把这个幻觉变
成现实而已，
其价值观和等级观没有变。再比如，阿Q的“儿子打老子”理论失灵之后，发明了
另一套精神胜利法，即“第一个自轻自贱”理论，可是，这“第一个”之所以能够让他心满意足，
还不是因为他联想到了状元（
“状元也是第一个”
）、在幻想中做了一次状元也就是主人？如果
说精神胜利法是现实法则的内化，阿Q的革命观和革命行为不也是现实法则的内化或外显
么？在我们上面引述的阿Q的革命梦中，最最让他欣然心动的，不就是做主人的快乐感觉么？
这套革命观和革命理想哪有一点违背了现实法则？哪有一点不同于正史的价值观（阿Ｑ虽然
入不了正史，但是他恐怕做梦也要入正史，如果让他写，他写出的正史一定也没有不同，只是
把主人公换成了自己而已）？表面看，精神胜利法是阿Ｑ倒霉时候的自我欺骗，而上述的革命
白日梦则是他胜利（尽管是幻想的）后的理想生活，但它们都产生于一个文化类型，这就是奴
性文化。

二、本能/直觉与精神胜利法：
虚假的二元对立
前面我们清理了直觉／ 本能与阿Ｑ式革命、
阿Ｑ式革命与精神胜利法等几对范畴及其相互
关系。还有一个需要重点清理的问题是本能与精神胜利法的关系。在汪晖看来，
精神胜利法失
效的瞬间，同时也就是直觉和本能觉醒的瞬间，直觉和本能是精神胜利法的克星，当然也是
“革命”的福星。而他之所以赋予阿Ｑ身上的直觉和本能如此巨大的力量，是因为他把精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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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法与直觉／ 本能做了二元对立的区分：
“在阿Ｑ这里，
‘直觉’代表着一种对于生存处境的真
实感知——
推理的
—未经分析或推理，
从而外在于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一种独特的分析、
产物，
但它无法克服未经推理和分析的
‘直觉’
，
因为
‘直觉’
——
—按照心理学家的分析而言——
—
有直接性、
快速性、
跳跃性、
个体性、
坚信感和或然性等特点；直觉判断是在瞬间做出的综合判
断。”
（第５１页）
“一方面，
在阿Ｑ的精神世界里，
直觉成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
另一方面，
精
神胜利法又是抵抗和消解其直觉判断、直觉想象和直觉启发的强大武器，使得直觉始终停留
在潜意识的范畴，
而无法上升为意识。对于阿Ｑ的行动而言，
直觉或者说直觉与精神胜利法的
关系是一个关键。阿Ｑ有着用精神胜利法克服直觉和本能的倾向和强大的意志，但直觉在他
的人生中的某些关键时刻，
仍然支配着他的行动。”
（第５１页）
这样一个二元对立式的区分对汪晖而言的确非常重要。在他看来，既然精神胜利法是官
方意识形态或所谓“社会秩序”
、
“官方历史”的内化，是阻止阿Ｑ觉醒和革命的消极力量，那
么，阿Ｑ革命的契机必然是、也只能是无意识的本能身体反应，而不可能是思想或理性，也不
可能是意识。如果说精神胜利法遮蔽了阿Q和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
那么，
只有直觉和本能才
能偶尔突破重围，重新敞开这种关系。真实的本能和身体感觉（饥饿、性压抑等）使得“阿Ｑ与
世界的真实关系裸露出来了”
（第８７页）。因此，
要从直觉中寻找超越正统历史的开端。更重要
的是，汪晖认定，对阿Ｑ生命中的这些隐秘瞬间、契机的挖掘和强调，不仅是他的想法，而且更
是鲁迅写作《阿Ｑ正传》的主要目的，鲁迅描写的不仅仅是精神胜利法，更是突破精神胜利法
的可能性和契机：
“与其说《阿Ｑ正传》创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不如说提示了突破精神
胜利法的契机。”
（第６６页）
真是如此么？让我们来看看被汪晖推崇备至的那些瞬间吧。
先看第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出现在第二章“优胜纪略”
的最后部分。阿Q赌钱时偶然赢了
一次，谁知因福得祸，不但被人打，银子也被抢劫一空。虽然按照往常习惯，阿Ｑ会用“儿子打
老子”
或“（银子）被儿子拿去了”
等精神胜利法的手段来化解自己的痛苦，但这次不同，在这一
瞬间，
精神胜利法居然失效了，
阿Q心里“忽忽不乐”
，
“感到失败的痛苦”
。尽管汪晖自己也承
认这个“忽忽不乐”
的契机极其短暂，
稍纵即逝，但仍然认为这个“瞬间流露的失败感”
“潜藏着
突破缺乏失败感的国民性的契机”
（第４３页）。
纠缠于失败感到底持续多长时间或许没有必要，关键是阿Q之所以能够由这失败感“立
刻转败为胜”
，依靠的还是精神胜利法：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
剌剌的有些痛；
打完之后，
便心平气和起来，
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
⑨
—虽然还有些热剌剌，
—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
”
先把自
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

，
也就是抢了他钱并打了他的人，然后再把这个“别人”狠揍一
己想象成“别一个自己”
“别人”
，
顿，
于是失败感——
—汪晖最为看重的“觉醒”契机——
—顿时消失。这个把打自己转化为打别人
的游戏不也是精神胜利法之一种么？非常遗憾的是，这段紧接着“忽忽不乐”
“感到失败的痛
苦”
的自己打自己的描写，
却被汪晖忽略或省去了（这种选择性地对待文本的方式应该说是不
严肃的）。在我看来，
本能的觉醒之所以在精神胜利法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最根本的原因还在
于：
它只是本能，
是原始的动物性本能，
没有能力与中国几千年专制文化（汪晖所谓的“社会法
则”
、
“正史”
）内化、修炼而成的精神胜利法构成真正的对抗，相反很容易被专制文化收编、成
为其帮凶，
或被精神胜利法降服。
这一点在汪晖说的第二个瞬间、
也就是第三章阿Q被王胡打了以后的那个瞬间看得更为
清楚：
“在阿Ｑ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为王胡以络腮胡子的缺点，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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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被他奚落，从没有奚落他，更不必说动手了。而他现在竟然动手，很意外，难道真如市上所
说，
皇帝已经停了考，
不要秀才和举人了，
因此赵家减了威风，
因此他们也便小觑了他么？阿Ｑ
⑩
这里的“无可适从”被汪晖正确地解读为是“对失败的瞬间确认”
无可适从的站着。”
，也就是

精神胜利法的瞬间失效 （精神胜利法的特点是否定失败）。但它无论如何不能被拔高为什么
“觉醒的契机”
。阿Q之所以“无可适从”
，
不过是因为他本来觉得王胡比自己低贱，
只配被自己
奚落，
现在王胡居然打破了这个秩序，
怎能不让阿Ｑ“无可适从”
？而阿Ｑ心中所认可的那个把
王胡置于自己之下的秩序，
正是主导意识形态在阿Ｑ心中的变化。可见，
阿Q的“无可适从”
只
能表明他所顽固坚守的等级制度被王胡打破了，表明阿Q比王胡更主流、更正统，更顽固地坚
持官方制定的那套等级秩序。的确，
精神胜利法作为阿Ｑ的“意识”
，
是通过将自己纳入一个等
级秩序才得以完成的，而这个等级秩序当然是主导意识形态制定的（尽管有时候以颠倒的形
式表现出来），因此，
“阿Ｑ每一次意识的恢复都是对旧秩序的确证”
（第５５页）。但“无可适从”
这个例子表明，阿Ｑ的直觉又何尝不是对旧秩序的另一种方式的确证，一个更加有力的确证？
打个比方，
奴隶甲一直以为奴隶乙是低于自己的，是不敢与自己打架的，殊不知这奴隶乙竟然
—
正如赵太爷骂
打了，
而且还打赢了。这个时候奴隶甲一定会“无可适从”
——“你丫也配造反！”
与所谓的“革命”
——
阿Ｑ“你也配姓赵！”
其性质是一样的，
都是对旧秩序的确证，
—真正意义上
—契机八竿子打不到。正因为如此，把精神胜利法和直觉对立
的现代革命而不是本能造反——
起来，
认为前者是旧秩序内化而来的意识，而后者则是对这个意识的颠覆、因此也是对旧秩序
訛
輯
的颠覆，
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輥
。阿Q从来就没有、
也不可能有另一套不同于官方等级秩序的新

—比如说人人平等、
相互尊重的秩序，他的“无可适从”也便与真正的觉醒无关，更不意
秩序——
味着颠覆这套秩序的革命契机的到来。
这个瞬间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被统治者往往和统治者一样、甚至更加顽固地坚守统
治阶级所确立的等级秩序。因为这个瞬间的真正特殊性在于：其他几个瞬间都是发生在阿Ｑ
被比他地位更高的人（无论是赵太爷还是假洋鬼子）欺负之后，而唯独这次是发生在被阿Ｑ自
认为比自己低贱的人“欺负”
（实际上是阿Ｑ先欺负人家）之后。这一点很值得玩味。两者的区
别在于：
前者属于统治者欺负被统治者，
而这次则是被统治者欺负被统治者。之所以在六个瞬
间中这个瞬间让阿Ｑ最难接受，
成为“最微妙的部分”
，
我以为并不是像汪晖说的那样，是“阿Ｑ
与他的真实命运获得契合”
的一刻（第４４页），而是因为被统治者比较认可自己被统治者欺负，
而不能容忍被和自己一样的或者比自己更低等的被统治者欺负（受赵太爷欺负的时候阿Ｑ就
輰
訛
从来没有“无可适从”
过）輥
。

的时候，
假洋鬼子来了。这假
至此，
第二个瞬间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阿Ｑ“无可适从”
洋鬼子原是阿Ｑ“最厌恶的一个人”
，但讨厌归讨厌，惹却是断断不敢惹的（这也是阿Ｑ接受的
“社会法则”
使然）。但因为刚刚受了王胡的羞辱心中气恼，不小心脱口说出“秃儿，驴……”结
果又遭假洋鬼子的一顿棍打。这之后阿Ｑ的表现殊值玩味：面对迎面走来的静修庵里的小尼
姑，
阿Ｑ先是大声的“呸”
了一声，
接着突然伸出手去摸了她的头皮，
引得酒店的人大笑起来，
仿
佛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
“他这一战，
早忘却了王胡，
也忘却了假洋鬼子，
似乎对于今天的一切
輥
訛
輱
‘晦气’
都报了仇；
而且奇怪，
又仿佛全身比啪啪的响了之后轻松，
飘飘然的似乎要飞去了。”

看来消除不快、
化解屈辱的最好办法还不是精神胜利法，而是现实胜利法，也就是以实际
行动去欺负比自己更弱小、
更无助的人。精神胜利法是在现实胜利法失效的时候不得已用之。
这个现实胜利法不但让阿Ｑ忘却了痛苦，而且还“十分得意”
，充分享受了虐待的快感。当然，
无论是现实胜利法还是精神胜利法，本质上都是专制文化培育的畸形儿，两者之间只有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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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
互补，
而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和斗争：遇到比自己更低下的、惹得起的弱者，就用现实
胜利法，
像赵太爷、
假洋鬼子欺负自己那样去欺负尼姑、吴妈；遇到比自己更有权势的、惹不得
的强者并受了他们的侮辱、
殴打、
凌辱，
就用精神胜利法化解之。
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和汪晖的区别：汪晖强调的是精神胜利法虽然在身体失败的
时候起作用，
但当直觉和本能被激发出来时，
即使是神通广大的精神胜利法也会偶然失效。于
是他把觉醒的希望寄托于本能的造反，认为它隐藏着“个人觉悟可能性”
、
“觉醒契机”乃至革
命的希望；
而我则认为，
把革命的希望、
把冲破精神胜利法的希望寄托在直觉和本能身上似乎
很难，
精神胜利法远比被汪晖估计得强大。何况，被汪晖推崇备至的身体直觉和本能，无非就
是一些动物性的食色性，如果不升华为具有道德和精神内涵的政治革命，它就根本不可能塑
造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主体，
也不能促发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当然，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抵抗精神
胜利法对于本能和直觉的转化与压抑。
那么，
真正能够对抗精神胜利法的是什么呢？我以为是一种启蒙了的新主体意识和革命
意识，只有这个更高级的意识，才能在根本上既超越精神胜利法意义上的意识，也超越本能，
从而成为可靠的、持久的和稳定的革命动力，而不是像本能那样即使在某个瞬间突破了精神
胜利法，
最终仍然不免被精神胜利法击败的命运。作为精神胜利法的意识的恢复当然只能是
“对旧秩序的确证”
（第５５页），但阿Ｑ的本能革命也不可能有颠覆旧秩序的力量，因为它没有
能够打破旧秩序的逻辑，
最多只是把主子和奴才的位置颠倒一下而已。
这里就涉及到对“意识”
概念的理解。在鲁迅研究界，占主流的观点往往援引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和革命理论，认为阿Ｑ身上虽然存在革命的自发要求，但由于其缺乏自觉的阶级意识，
使得他无法成为真正的革命主体。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正如汪晖概括的那样：
“像许多的启蒙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希望从阿Ｑ的身上发现‘意识’
。他们共同地相信：
—正如整个中国一样——
—需要一个从自在到自为、从本能到意识、从个人的盲动到从
阿Ｑ——
輲
訛
汪晖的这个观察没有错。但这个“意识”
绝
属于某个政治集团的政治行动的过程。”
（第２２页）輥

非汪晖所指认的“压抑和转化”了阿Ｑ痛苦经验的精神胜利法，而是既超越精神胜利法意义上
的“意识”
，
也超越动物性的原始本能和直觉的“意识”
。而汪晖的问题恰恰在于把作为精神胜
利法的“意识”
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启蒙主义者所呼唤的革命主体意识混淆了（这个混淆一直
存在于汪著的全部）。这样，
在《阿Ｑ正传》中被当做“压抑和转化”
阿Ｑ革命本能的、
作为精神胜
利法的“意识”
（这个“意识”
的确是鲁迅所否定的），不经意间就被转换为启蒙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所期待的革命主体意识（这个“意识”
恰恰是鲁迅所期待的），并由此得出鲁迅也否定启蒙意
识的错误结论：
“在他的小说中，鲁迅并没有从意识的角度去批判阿Ｑ的本能，而是将这个本
能不断被压抑的过程充分地展现出来——
—革命的主体并不能通过从本能到意识的过程而产
生，
而只能通过对于这一压抑和转化机制的持续的抵抗才能被重新塑造。”
（第２２—２３页）
“
‘五
四’
时代的启蒙者们期望通过新文化唤起国民的自我意识，在他们看来，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就
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圣经贤传为我们列了规矩，
告诉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如果感到痛
苦，我们就需要编一个故事将这个痛苦合理化。但鲁迅在《阿Ｑ正传》中要挖掘的是另一些东
西，
一些稍纵即逝的东西，一些不断被编织故事的欲望所遮盖的本能或欲望。”
（第４０—４１页）
汪晖的这个论断无异于说，对“启蒙者们期望通过新文化唤起国民的自我意识”
，鲁迅是否定
的。鲁迅虽然没有写到阿Ｑ自觉革命意识的诞生过程，
但我们并不能笼统地说鲁迅“没有从意
识的角度去批判阿Ｑ的本能”
，或要走一条与启蒙者不同的路。鲁迅所批判和否定的“意识”
，
只是那个“压抑和转化”阿Ｑ革命本能的精神胜利法，而不是启蒙主义者呼唤的革命意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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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鲁迅对阿Ｑ本能革命之局限性的反思批判是明确而有力的，他不但深刻地写出了精神
胜利法这个特殊意义上的“意识”如何成功地消解了阿Ｑ的革命冲动，从而表明诉诸本能是不
可能战胜精神胜利法的，而且他据以进行这种反思批判的思想资源，就是带有启蒙主义色彩
的主体意识理论和革命观念（虽然在小说中没有明言，
但是在其他文章中有充分的表达。详见
本文第五部分）。

三、关于阿Q的古怪与寂寞、
无聊
汪晖著作中比较复杂晦涩的部分，
是对阿Ｑ的古怪感和寂寞、无聊感的分析。阿Ｑ的古怪
感出现在小说的第五章“生计问题”
。这章接着第四章“恋爱的悲剧”
，写阿Ｑ因为调戏吴妈而
被打、
受罚，
且失去了做工的机会，
生存陷入危机。接着小说就描写了他的三种古怪感：
第一种
是因“赤膊”
而引起的寒冷感；
第二种是因为女人见他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忽然都怕了羞，一
见阿Ｑ走来便躲进门里去；最要紧的是第三种，因为没人再叫他做工，也没人愿意赊账给他，
使得阿Ｑ几乎无法生存下去了。汪晖写道：
“从失去衣服后的寒冷，
到被打之后的女人的态度，
最后是无工可做之后的饥饿。古怪是一种脱出常轨的感觉，
在这里与本能、
生理性反应直接有
—不是阿Ｑ的意识，而是他的本能、直觉与无法自我控制的生理性反应成为一个契机，一
关——
个让他无法回到常态的机制。这里显然有某种东西在萌动，
是什么呢？”
（第４７页）结合汪著上
下文即可知道，汪晖所说的“无法回到常态的机制”
“脱出常轨”
，不过是阿Ｑ的超越了本能的
真正的自我意识（而不是精神胜利法）觉醒的委婉说法。所以在下面的分析中，汪晖试图通过
解读第五章，来证明这个“萌动的东西”就是阿Ｑ超越了本能的革命意识或自我意识。汪晖的
分析从第五章叙事的主观化和风景描写开始，似乎主观化和风景描写是阿Ｑ自我意识觉醒之
所需（汪晖的分析很琐细，
这里不做详引）。
汪晖的关注点集中在他觉得“叙述上非常特别”
的两个小节：
他在路上走着要“ 求食”，看见熟识的酒店，看见熟识的馒头，但他都走过了，不但没
有暂停，而且并不想要。 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不知道。
未庄本不是大村镇，不多时便走尽了。 村外多是水田，满眼是新秧的嫩绿，夹着几个
圆形的活动的黑点，便是耕田的农夫。 阿 Q 并不赏鉴这田家乐，却只是走，因为他直觉的知
道这与他的“ 求食”之道很辽远的。 但他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了。

訛
輳
輥

汪晖非常看重阿Ｑ“主观上的茫然”
，反复强调“阿Ｑ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
，
“阿Ｑ竟然不知道
自己要什么了”
（第４９—５０页）。在他看来，这种“主观上的茫然”
“赋予了阿Ｑ一种生命的尊严
—这种尊严感是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于自己所求的无知开始的”
感——
（第５０页），并且“这就
是风景描写的依据”
，因为只有当阿Ｑ达到了“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
，亦即超越食欲的境界的
时候，他心目中才可能有风景，否则是不会有风景的，
“风景的出现在此与对食物丧失了片刻
的欲求的瞬间有关”
（第５０页）。这一切当然依赖于阿Ｑ对身体失败的直觉：
“阿Ｑ的‘觉醒’
与失
败、
饥饿、
寒冷、
性欲相关联，因此，对于自身处境的自觉产生于直觉。但也恰恰因为直觉与自
觉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阿Ｑ才会产生‘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了；他求的是什么东西，他
自己不知道’
的意识或潜意识。”
（第５０页）
粗一看汪晖的分析非常复杂精致，
似乎新意迭出。但接着往下看小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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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终于走到静修庵的墙外”之后，小说紧接着就写到阿Ｑ如何爬墙，如何攀着桑树枝跳到静
修庵里面，见到萝卜“蹲下便拔”
，
“拧下青叶，兜在大襟里”
。被尼姑发现后百般抵赖，说什么
“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
再接着是被一匹大黑狗追，
“爬上桑树，
跨到土墙，
连人和
訛
輴
。如此等等，可谓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如果阿Ｑ真的超越了馒头，真的
萝卜都滚出墙外面”輥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那倒可能意味着他隐隐感觉到了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甚至意味
着他有了自我意识觉醒的兆头（虽然只是兆头）。但很遗憾的是，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阿Ｑ
最最在乎的依然是肚子，
而且还那么无赖无耻，
狼狈不堪。很显然，
什么阿Ｑ看到馒头“并不想
要”
，什么“他所求的不是这类东西”云云，绝非意味着阿Ｑ真的超越了食色性，不然连馒头都
不想要又怎么会去偷萝卜呢？依照我的理解，
这类话语不过是鲁迅惯用的反语或反讽：
明明没
钱买也不敢偷（估计卖馒头的那个人不好惹，不像尼姑），所以干脆说自己不想要（
“我还不稀
而且这段里同样有汪晖非常欣赏的风景描写（
“庵周
罕呢”
）—这当然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
围也是水田，粉墙突出在新绿里，后面的低土墙里是菜园……”
），可惜这个时候的阿Ｑ要什么
清楚得很，
其对食物的欲求强烈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可见，风景描写并不见得一定和“对食
物丧失欲求”
有关。
非常奇怪的是，一贯非常重视文本细读的汪晖，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整个忽略了这一大段
极为重要的描写。解释只有一个：
这个猥琐狼狈的阿Ｑ太不符合汪晖试图树立的革命者形象，
因此干脆略去。同样被略去的还有第五章的整个前半部分。汪晖的分析是从本章的后半部分
开始的（起于“有一日很温和，
微风拂拂的颇有些夏意了”
）。我对此的解释和前面一样：
本章的
前半部分写的是阿Ｑ非常在乎自己的生计问题，因为找不到活干就把怒气撒到自己觉得不如
自己的小Ｄ身上，和小Ｄ打了一架。这个阿Ｑ完全没有什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的迷茫，因此
也被汪晖忽略掉了。
相比对阿Ｑ的古怪体验的分析，
更独特、
也更离谱的是汪晖对于阿Ｑ的寂寞与无聊感的分
析。依据汪晖的编排，
阿Ｑ的寂寞和无聊感出现在所谓“第五个瞬间”
（第八章），
该瞬间发生在
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准他革命之后的那一刻：
“阿Ｑ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
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
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
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
輥
訛
輵
由这
前程，
全被一笔勾销了，
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
给小Ｄ王胡等辈笑话，
倒是还在其次的事。”

：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
被打和“忧愁”作为契机，阿Ｑ感到了“无聊”
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
訛
輶
輥
他游到夜间，
赊了两碗酒，
喝下肚去，
渐渐的高兴起来了，
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

也罢“无聊”也好，都不该做过度阐释。“忧愁”在这里明显是反语，被
在我看来，
阿Q的“忧愁”
食色性等欲望控制、
对革命没有自己独特认识、人云亦云的阿Q，绝不会有因不准革命而产生
的深刻、
纠结的情感经验（
“忧愁”
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经验）。他的那些身体翻身、
想要睡谁就
睡谁的“革命”
目标，
居然也被鲁迅冠以“抱负”
、
“志向”
、
“希望”
、
“前程”等大词，不但要“侮辱”
革过命的自己，且要对自己实施“报仇”
，这些都是鲁迅擅长的反讽（大词小用、雅词俗用等
等），
用以刻画阿Q的病态心理和行为。
但汪晖显然不这么看。据他分析，
“无聊”
“超出了个人经验的层面，而变成了对于整个事
—对于革命以及由革命而引起的一切变化——
—的怀疑”
，而且“这是很快就被阿Ｑ自我否
件——
定了的‘从来没有经验过的’
‘无聊’
，
却让我们触到了鲁迅本人最为深刻的感觉。这何止是对
辛亥革命的失望。这是十分复杂的感觉”
（第５８页）。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
汪晖之所以如此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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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阿Q的无聊感，是因为把它混同于鲁迅本人的无聊感了，于是紧接着汪晖就进入了对于二
人无聊感的互文互释：
“
‘无聊’不是对失败的直接承认，而是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经历的
事情的意义的彻底怀疑。那个能够产生《呐喊》的‘寂寞’就是以‘无聊’为前提或底色的。‘无
聊’
是对意义的取消和否定，寂寞中的呐喊是绝望的反抗的一种表达。寂寞是创造的动力，而
无聊是寂寞的根源，
无聊的否定性因此蕴含着某种创造性的潜能。”
（第６０页）虽然没有明确点
明，
但是从汪晖的行文逻辑看，他显然把鲁迅的无聊感和阿Q的无聊感视作同质的一种东西，
只是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同罢了。众所周知，
由于受到尼采等西方思想家的影响，
也由于他自己
的性格，
鲁迅的寂寞和无聊经验当然是非常强烈而突出的，它是鲁迅精神世界复杂性、深刻性
和矛盾性的体现。鲁迅是一个精神构成很独特的作家、思想家，他献身启蒙又怀疑启蒙，希望
唤醒“铁屋中的人”
，
却又因得不到回应而倍感寂寞。明知忘却才能摆脱寂寞，
偏又不能真正忘
却，
还要继续呐喊。换言之，鲁迅的无聊是一种非常高级复杂的感情，而且其前提不但是接受
了启蒙思想，
而且深知这启蒙的艰难；
献身于启蒙事业，
又经常经验到这启蒙的虚无。试问：
完
全不懂启蒙为何物的阿Q怎么可能有鲁迅这样复杂的情感体验？

四、关于生命主义
相比于前面两部分，汪著第三部分“鲁迅的生命主义与阿Ｑ的革命”显得更为宏观，更具
理论野心，
似乎是对于第一、
第二部分的理论提升。
汪晖先谈到了辛亥革命和鲁迅的生命主义、晚清的民族主义与尚武精神的关系、鲁迅的
民力论思想等等。他认为，本能、潜意识、直觉等等，之所以“成为鲁迅探索革命动力和可能性
的契机”
，
是和鲁迅的生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
“生命主义的核心是将生存本能置于一切之上。
惟其如此，
生存的欲望、
本能、潜意识就可能成为对于时代的诅咒，对于一切传统、权威和秩序
—它对传统、
秩序和
的颠覆。因此，
对于一种革命的伦理而言，
生命主义是前提性的、
基本的——
权威的颠覆并不起源于对另一个秩序和权威的膜拜，而是来源于生命本身及其需求的尊重”
（第６９页）。但是我以为，
生存的欲望、
本能、
潜意识只有对于本能造反式的革命而言才是“基本
的”
和“前提性的”
。特别是，
如果这个“基本的”
和“前提性的”
生命主义不提升为真正的政治意
輷
訛
。汪晖偶尔似乎也意识到了
识和政治行动，
那它所激发的革命也就不能超越本能造反的水平輥

这点：
“《阿Ｑ正传》对于辛亥革命的探索表明他（鲁迅）试图将这种生命主义转化为一种政治
的思考。如果只是在生命主义的意义上考察《阿Ｑ正传》中直觉、
本能和死亡恐惧，
我们很难将
这篇小说与对辛亥革命的总结这一政治／ 历史课题联系起来。”
（第７１页）所谓“生命主义”
的或
“非历史”
、
“非政治”
的思考，
即以身体本能和直觉为核心的思考。如果它只是更高层次的历史
与政治思考的“契机”
、
“可能性”
，当然是无可厚非的。这两者的区别提示我们：革命（新政治）
和本能（新政治的基础）即使相关但到底不是一回事，本能／ 直觉既然只是革命的“契机”
、
“可
能性”
，
正表明它们到底还不是革命，两者之间还需要过渡和转化，亦即汪晖所谓“生命主义的
政治化”
（第７１页）。这种过渡和转化才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关键问题。
遗憾的是，
汪晖轻描淡写地放过了这个关键问题，汪晖虽然承认“只是在生命主义的意义
上考察《阿Ｑ正传》中直觉、本能和死亡恐惧”
，
“很难将这篇小说与对辛亥革命的总结这一政
治／ 历史课题联系起来”
（第７０页）。但是，
直到《六个瞬间》一书的终结，
作者也还是只在生命主
义的意义上考察《阿Ｑ正传》，而没有论证身体、直觉、本能如何才能得到超越，从革命的契机
升华为革命的意识和革命的主体。相反，在该书的最后，汪晖还提出了“向下超越”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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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不可能停留在直觉和本能的范畴里，
但直觉和本能却表达着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关系，
而且也直白地表达了改变这一关系的愿望。因此，
不是向上超越，
即摆脱本能、
直觉，
进入历史
的谱系，而是向下超越，潜入鬼的世界，深化和穿越本能和直觉，获得对于被历史谱系所压抑
的谱系的把握，
进而展现世界的总体性。”
（第８９页）到这里，
汪晖的论述戛然而止，
留下了最为
关键的疑问和空白：
到底怎么“深化”
和“穿越”
？这个结尾令人费解，
也令人深思。这个不应有
的虎头蛇尾式的结尾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这就是：尽管汪晖主张“革命不可能停留在直觉
和本能的范畴里”
，
但由于他没有给出把非政治的直觉和本能升华到真正政治的可能路径，说
汪晖把革命等同于身体（直觉和本能）造反，
就不是没有理由的。
（而且汪晖的“向下超越”
论也
是不可理解的：既然“革命不可能停留在直觉和本能的范畴里”
，那不正好说明革命应该超越
本能和直觉，
即向“上”
超越么？直觉与本能已经是“下”
，
怎么“向下超越”
？）
贯穿汪晖整个文章的论述重点，不是本能和直觉如何得到“深化和穿越”
，而是本能和直
觉之于革命是如何重要。汪晖似乎很担心它们被用作“否定革命的理由”
（这不免让人疑心他
写作此文的目的就是为阿Ｑ式流氓无产者的革命辩护）：
革命的主体并不能通过从本能到意识的过程而产生，而只能通过对于这一压抑和转
化机制的持续的抵抗才能被重新塑造。 正由于此，即便是本能的抵抗也蕴含了革命的可
能性，而革命的可能性也因此与破坏性、重复性、盲目性共存。 破坏性、重复性和盲目性可
以毁掉革命的果实，却不能作为对革命进行否定的理由。
—这是 1930 年鲁迅对于左翼作家们的提醒，他没有明言的话是污
革命伴随着污秽——
秽不能作为革命的否定。在他的听众当中，就坐着那些站在革命的立场断言阿 Q 时代已经
死去的年轻的、激进的青年。 （ 第 22 — 23 页）

显然，
因为有了为本能辩护的强烈动机，
汪晖使用了“即便……但也不能……”的思路和论式，
慷慨地放过了本能的局限、本能革命所携带的破坏性、原始性，把话题转向“却不能作为对革
命进行否定的理由”
。汪晖还把这个思想归之于鲁迅自己，
似乎鲁迅也是主张不能因为“污秽”
而否定革命的。问题是，
即便在特定历史时期，这“污秽”是可以作为革命的“代价”接受的（当
然代价不能太大），
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责任必定不是为“污秽”辩护，而是在革命进行的过
程中不断批评“污秽”
，
以免其扩大化，
进而污染整个革命。而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更不忘彻底
清算这个“污秽”
。犹有进者，
倘若鲁迅因没能亲见“污秽”
的扩大而未曾予以批判，
汪晖却是这
个扩大、恶化了的“污秽”的见证者，他仍然对此视为不见，说什么“污秽不能作为革命的否
定”
，
就是绝对不应该的。回到阿Ｑ的本能革命。在革命的初期，
由于阿Ｑ式的农民缺乏政治觉
悟，对本能的确应该是加以引导而不能简单否定，因为它的确“有着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关
系”
，
可以在理性的引导下导向真正的革命。但到了汪晖写文章的今天，
本能促动的、
以身体满
足为目的的革命已经清楚暴露出极大的败坏作用，清算其遗留的后果而不是继续为它辩护才
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

五、关于启蒙、
道德革命与“向下超越”
我在前面已经论证，以身体／ 欲望为动力的革命只能是一种身体／ 本能造反式的阿Ｑ革
命。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都属于这样的革命：没有新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观、价值观，有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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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能的释放和满足，
或由这本能驱动的权力斗争。由于身体／ 本能的非语言性、
私人性，
这种
革命（造反）的特点就集中体现为其物质性、暴力性，它实际上是一种前政治现象（阿伦特和哈
贝马斯都把政治现象视作语言现象，
因为政治是说服的艺术）。这大概也是阿Ｑ的那些瞬间只
能表现为发呆、
震惊（没有语言活动相伴）的原因，
身体的直觉和本能本来就是无言的。
訛
輮
。用阿伦特的
以身体本能为基础的所谓“革命”
，
类似于阿伦特所说的私人领域的公共化輦

另一个术语解释，
。在《论革命》一书中，阿伦特对“解放”
（以
这种革命大体上属于所谓“解放”
及以解放为动力与目的的革命）和“自由”
（以及以自由为动力与目的的革命）做了区分。解放
的动力和目的都是生理需要和物质满足，因此是非政治的；而自由则以超越生理性需要为前
提，
是真正的政治实践的目的。阿伦特理解的真正革命是严格意义上的本真政治，
其目的是自
由立国。把解放当作革命，
实际上就是把身体（非政治的东西）政治化，
好像革命的动力就是身
体欲望，
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身体享受、物质解放。依据阿伦特，革命是政治行为，而政治是、而
訛
輯
。
且只能是语言行动，
它不应该伴随暴力輦

出人意料的是，在汪晖文章的第三部分的第三节“革命、启蒙与向下超越”
（全书最后一
节），
他谈到了“什么是革命”
这个理论问题。很明显，这是要为他全书论述的本能与革命的关
系寻找一个理论依据，
并引用了阿伦特《论革命》中的一些表述。汪晖认为，
真正的革命应该是
“道德革命”
，
是“一场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革命”
，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和体制的剧烈的变
化，
例如皇权及其规则系统被彻底地摧毁，共和制度及其规则被确立为新的原则”
，而不是“通
常所谓道德领域内部的革命”
（第８１页）。接着汪晖引用阿伦特的说法：
革命不同于造反和其他
社会变动，
它“是唯一让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
，很多历史中的变
动“没有打断被现代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进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开端的起点，倒像是回到历
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
（第８１页）。
我同意汪晖把革命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基本规则和体制的剧烈变化”或阿伦特说的“开端
启新”
。至少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是如此。正因为这样，
革命才不同于造反，
也不同于一般的
战争（美国的南北战争之所以是革命，是因为它推翻了农奴制度，因而具有政治意义），不同于
简单的政权易手、
宫廷政变或农民起义。但问题是，
汪晖的这个受到阿伦特启发的革命观和他
对阿Ｑ式身体／ 本能革命的推崇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紧张和矛盾。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
“现
輦
輰
訛
“革命这一现代概念与这样一种观念是相关的，
这种
代意义上的革命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

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
輦
訛
輱
故事将要展开。”
而不是单纯的循环，
就是因为革命
革命之所以是一次全新的开端启新行为，

的目的是确立一种全新的制度和一套全新的道德和价值原则，这样的革命是一次“基本规则
和体制”
（借用汪晖语）的根本变动，与历史上的物质利益驱动的战争或本能驱动的造反存在
根本区别。
如果汪晖真地贯彻阿伦特的革命观，他就应该重点论述阿Ｑ革命的局限性，以及它如何
才能升华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而不是为本能辩护。因为既然革命是社会的基本规则和体制
的根本改变，那么，阿Ｑ的那种本能驱动的、追求食色性的造反就根本不是什么革命，最多是
需要加以提升的革命“契机”
，
如果不加以升华，
就只能导致重复与循环。阿Q革命的结局就是
如此：无论是阿Ｑ的心理意识还是未庄的社会秩序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以为这就是
輲
訛
：阿Ｑ式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规则和
《阿Ｑ正传》的最后一章“大团圆”的寓意所在輦

体制”
，
更没有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团圆”
在此就是循环，
而画圈也是循环。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汪晖如此这般界定了“革命”的含义之后，居然不是走向对阿Ｑ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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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局限性的反思，
而是走向对它的再度肯定，
并再次把这肯定强加给鲁迅。他先是谈到了鲁
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起源于对这场革命所承诺的秩序变迁的忠诚”
：
“在鲁迅的心目中存在
着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全新的历史开端的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对于自由和摆脱一切等
级和贫困的承诺；
另一个是以革命的名义发生的、并非作为开端的社会变化，它的形态毋宁是
重复。他的心目中也存在着两个中华民国：
一个是建立在‘道德革命’
基础上的中华民国，
而另
一个是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的、
以中华民国名义出现的社会与国家。”
接着引述鲁迅的
话：
“我觉得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
隶的骗，
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退一万步说罢，
我希望有人好好
地做一部民国的建国史给少年看，
因为我觉得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虽然还只有十四
年！”
（第８２页）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依据汪晖的分析，同时证诸鲁迅自己的话，鲁迅有一个革命
的理想，
这就是以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和贫困为价值内涵的革命。这个意义上的革命正是阿
伦特意义上的“开端”
，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革命（有的只是造反）。正因为是“开
端”
，
这个革命的理想才成为“民国的来源”
。很显然，
鲁迅不满意辛亥革命的根本原因，
就是因
为它未能实现其原初的承诺，即“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与贫困”
，也就是说，它丢失了“民国
的来源”
。这才有“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之说。鲁迅正是从这个革命的原初理想（
“民国的来源”
）
出发，
才对阿Ｑ的革命和辛亥革命进行了反思批判。他的《阿Ｑ正传》的主题，就是通过阿Ｑ革
命的悲剧证明辛亥革命没有实现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也没有“深入到阿Ｑ的精神世界”
（第８４页）。本能造反最后的结果就是循环（或“大团圆”
），
也只能是循环，
它不可能颠覆旧秩序
以及旧秩序所塑造的精神胜利法。鲁迅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启蒙了的新的革命观，一种以自由
—这正是我坚持认为鲁迅具有启蒙主义的革命观
和没有“一切等级”为核心价值的革命观——
又怎么可能为阿Ｑ的本能革命辩护呢？
和主体意识观的根本依据，
—轮回是“前一个状态与后一个状态之间
第二，依据汪晖对于“轮回”与“重复”的区分——
没有质的差别”
，
而重复是“一种再度出现的行为方式和现象，但应对着独特的问题和事件，从
訛
輦
。鲁迅心目中的第二种辛亥革命，
即“以革命的名
而不能在轮回的意义上加以解释”
（第３０页）輳

义发生的、
并非作为开端的社会变化”
，
应该说就是“轮回”
，也就是没有任何新东西、因此不能
视作“开端”的那种纯粹“重复”
，而不是“应对着独特的问题和事件”的“再度出现的行为方式
和现象”
，
即汪晖理解的“重复”
。所谓“再度出现”
，
结合鲁迅上面的那段话，
应该是“从新做过”
的意思。更准确地说，
就是回到原初的那个“自由和没有等级制”
的理想的革命。这个意义上的
“再度出现”
，
如果一定要称之为“重复”
，那么其准确含义应是“从新开始”或“回到开端”
，即重
新实施开新行为。这是前进的一种方式，
因为原先的开端（
“民国的来源”
“自由和摆脱一切等
、
輴
訛
。
级和贫困”
的革命）已经丢失了，
现在比过去更为保守，
因此，
回到过去实为前进輦

但是汪晖没有沿着这个思路走，而是选择了一个相反的方向：再度肯定本能，其结论则
是：
向下超越。由于这里汪晖的论述路径比较曲折纠缠，让我们首先从他的“道德革命”和“内
在的革命”
两个概念说起。
汪晖先是把“道德革命”理解为“一场政治上的和法律上的革命”
，
“一个社会的基本规则
和体制的剧烈的变化，例如皇权及其规则系统被彻底地摧毁，共和制度及其规则被确立为新
的原则”
。同时他又认为：
“这样一场政治的和社会的革命因此应该被解释为一场道德革命，
这
不仅因为政治—社会体制的变迁必然涉及伦理和道德价值的变化，而且还因为革命的发生和
—只要
完成总是包含双重的原因，
即所谓引发性的（外部的）原因和产生性的（内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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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的原因不同时出现，外部的原因绝不会导致一场革命。”
（第８１—８２页）在这里，汪晖把革
命的制度层面和道德—心理层面对应于“引发性原因”和“产生性原因”
，又把“引发性原因”和
“产生性原因”等同于“外部（制度）原因”和“内部（心理）原因”
，然后指出“辛亥革命颠覆了皇
—引发性的原因与产生性的原因
权，建立了共和政体，却没有完成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
——
没有同时出现”
（第８４页）。言下之意是：
制度的变革产生了，
而心理（内在）的变革没有发生。
可见，汪晖之所以把“道德革命”引入进来，是为了说明辛亥革命没有深入到阿Ｑ的精神／
心理世界，
也就是没有发生“内在革命”
。
“内在革命”
要靠什么来完成？靠启蒙，
因为启蒙就是
对人的“不成熟状态”
（即依赖他人引导状态）的克服。具体到阿Ｑ，
阿Ｑ的不自主和依赖他人的
状态是由精神胜利法塑造的，它构成了阿Ｑ的“自我”
，这个“自我”不是“内生的”
，是“历史与
现实秩序的规训成果”
。因此，
汪晖认定，
“革命问题因此与启蒙问题发生了历史性的关联”
（第
８４页）。
“政治秩序的变更不能自发地改变这一普遍的依赖引导的状态，而缺乏后一个方面的
变革，
政治变迁又不可能真正完成。对于鲁迅而言，人的精神的改变是无法从外面强加的，它
只能通过某些契机，开出反省的道路，而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发掘这些契机。”
（第８５—８６页）
而这个“契机就在于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片刻”
，
即本能和直觉的瞬间。于是有了下面的“向下超
越”
论：
这些瞬间的契机既不是有待恢复的自然状态 ，也不是崇高的革命原则，它们现实地
存在于阿 Q 的欲望、直觉和潜意识之中，随时都在生成和消失。 鲁迅试图抓住这些卑微的
—即向
瞬间，实行“ 向下超越”，通过对精神胜利法的诊断和展示，激发人们“ 向下超越”——
着他们的直觉和本能所展示的现实关系超越。 革命不可能停留在直觉和本能的范畴里，
但直觉和本能却表达着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关系，因此，不是向上超越，即摆脱本能、直
觉，而是向下超越，即以之为契机，深化和穿越本能和直觉，获得对于被历史谱系所压抑
的谱系的把握，进而展现世界的总体性（ 按：这几句话在汪晖的同题论文中是“ 进而获得
对于世界的把握和行动的自主”） 。 在“ 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的世界里，如果说《 阿 Q 正传》
是对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一个探索，那么，这个开端也就存在于向下超越的可能性和
必要性之中。
在这个意义上，《 阿 Q 正传》 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寓言。 （ 第 69 页）

、
“道德革命”
到这里我们才恍然大悟，汪晖绕了半天圈子，无非是要证明：阿Ｑ的“内在革命”
的希望就在于身体／ 直觉的“觉醒瞬间”
，
只有它才能引导阿Ｑ进入“成熟”
。这真是荒唐到了极
点：
原来所谓“内生革命”
不过是阿Ｑ的动物性造反，
通过它，
阿Ｑ就能超越精神胜利法，就能摆
脱依赖他人的不成熟状态，
达到“成熟状态”
。依据我们在前面分析过的阿Ｑ的革命梦，
我们有
充分的把握说：所谓直觉和本能能够展示阿Ｑ的“现实关系”
，能够“表达真实的需求和真实的
关系”纯属汪晖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阿Ｑ的直觉和本能不但不可能抵制精神胜利法的强大
威力，而且即使突破了精神胜利法（在阿Ｑ在幻想曾经有几次突破），其所达到的所谓的“成熟
状态”
不过就是弱肉强食、
“要什么就是什么，要谁就是谁”的野蛮状态而已。而结合前面引述
的鲁迅关于辛亥革命的言论，
鲁迅向往的是作为“全新开端”的那个辛亥革命，他要寻回“民国
的来源”
是“自由和摆脱一切等级和贫困”的革命，他的革命观已经超越了本能革命，也就是没
有一切变化的轮回和循环的造反，
具有现代启蒙价值内涵。
不过，有一点汪晖说对了：阿Ｑ革命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寓言”
，这个寓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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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只有超越动物性造反，
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
①

该书是在汪晖的同题论文（载《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

②

我的分析涉及到了六个瞬间中的第一、
二、
三、
五个，
其中第四、
六个瞬间在我看来其实不是瞬间。

③④⑤⑥⑦⑨⑩輥
訛
輱訛
輳
輥訛
輴
輥訛
輵
輥訛
輶
輥 《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94页，第395页，第396页，第375
页，第375页，
第368页，
第371—372页，
第373—374页，
第385—386页，
第387页，第406页，
第406页。
汪晖倒是没有明确说这一个瞬间是“革命契机”
，但是由于他在本书中把所有的本能瞬间都当作了“革命契

⑧

机”，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第三个瞬间同样当得起此殊荣，
何况它还突破了“森严的等级秩序”
。
谭桂林在《如何评价“阿Q式的革命”并与汪晖先生商榷》
（载《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中也不同意汪

訛
輯
輥

晖把精神胜利法与直觉本能对立起来：
“在《阿Q正传》中，
阿Q的欲望、
本能与直觉始终是与他的精神胜利法
联系在一起的。”这个观点我是同意的。但是谭桂林认为精神胜利法就是直觉（
“在阿Q的人格中，
‘精神胜利
法’本身就是本能，
就是直觉，
就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无须思考和选择的本能反应，
直觉选择。”
）却是我不
敢苟同的。不管怎么说，
精神胜利法的确有一个“推理”
过程（比如关于第一个“自轻自贱”
与状元的比较）。从
心理活动类型上看，
即使是歪理也是理，
既然是理就不是直觉或本能。
阿Q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以为不如自己的人竟然敢于与自己平起平坐或竟然优于自己，这一点也见于他因为

訛
輰
輥

调戏吴妈而限于生存困境时遇到小D的一段心理活动（见第五章“生计问题”
）：阿Q听说那些原来总叫他帮
忙干活的人，
现在都因为他得罪了赵家而不敢叫了，转而叫小D去干活。
“这小D是一个穷小子，
又瘦又乏，在
阿Q的眼睛里位置是在王胡之下的，
谁料这小子竟谋了他的饭碗去。所以阿Q这一气，更与平常不同。”
（
《鲁
迅全集》第一卷，
第383页）几天之后阿Q就和小D打了一架。汪晖花费了大量篇幅分析阿Q因为生计问题而
产生的古怪感（比如为什么人们都不来找他干活了，女人见到他纷纷躲），意在强调生理本能需要在促发阿
Q觉醒方面的重要性，即所谓“阿Q的‘觉醒’与失败、饥饿、寒冷、性欲相关联，因此，对于自身处境的自觉产
生于直觉”
（第50页）。但从阿Q对小D的那种态度看，他的饥饿寒冷等直觉和真正的觉醒隔着十万八千里。
当然，
汪晖在这样说的时候明显带有对马克思主义者和启蒙主义者的不屑，认为他们不过是“重复欧洲思想

訛
輲
輥

的那些基本范畴和相关的逻辑”
（第22页）。
在关于“生命主义”理解上，
我同意谭桂林的说法，
即：
鲁迅所谓“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

訛
輷
輥

饱，
三要发展”
，
其中“发展”
而非
“生存”
“
、温饱”
才是重点，并通过鲁迅历来主张的“立人”
思想来加以证明（参
见谭桂林《如何评价“阿Q式的革命”
并与汪晖先生商榷》
）。但我还要补充一点：
这里的“发展”
和“立人”的重
点不是经济上或者物质上的，
而是精神上和意识上的。
阿伦特反复指出，生理/身体感觉（比如剧烈的疼痛），最缺乏公共维度，无法言传、无法交流：你甚至都不能

訛
輮
輦

准确告诉别人你的疼痛感或者性快感，
因此当然也无法让别人分享这种感觉。
属于“解放”范畴的身体“革命”
，
倒是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也有人把它称为“革命”
）非常一致。

訛
輯
輦
訛訛
輰
輦
輱
輦
訛
輲
輦

阿伦特：
《论革命》，
陈周旺译，
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第12页，
第17页。
关于阿Q生命的第六个瞬间以及第九章“大团圆”到底应该怎么解读，我在这里不准备展开。但我并不认为
小说最后部分关于阿Q幻觉中出现的“狼眼”描写（
“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的皮肉以外的
东西”
、
“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的“狼眼”
），可以理解为阿Q在死亡恐惧刺激下的“觉醒”，或“有
了区分‘皮肉’和‘灵魂’的能力”
（第64页）。我的理由是：在本章的大部分篇幅中，作者一直在表现阿Q虽然
被捕并即将死去，但却麻木依旧，签字画押的时候因不识字“惶恐而惭愧”
，圆圈时又因画得不圆深感羞愧，

去法场路上突然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阿Q并没有觉醒，也不可能仅仅由于
“再看那些喝彩的人们”就突然产生出关于“狼眼”
和
“咀嚼灵魂”
的深刻思想来。我比较倾向于认为这是鲁迅
把自己的思想移植到了阿Q的头脑中。
訛
輳
輦

他也把这种区别界定为两种不同的“重复”
。

訛
輴
輦

阿伦特《论革命》的第六章就是“革命的传统及其失落的珍宝”
，
其主题差不多也是说美国革命初期的街区制
度和民间委员会制度及其所蕴含的新政府形式失落了，
应该重新回到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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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 张颖

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