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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语境下的“他者”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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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

为“他者”的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其塑造的“典型”互为主观。中国新当代文学在与西方
后现代主义的“互为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
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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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文学在处理“形象”时，主体意识非常
强，看不到“他者”的在场，“他者”总是被主体
遮蔽。譬如现实主义作品的“典型环境”中的“典
型”形象，基本上是以“我”这个主体出场的。现
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更是难以发现“他者”在场，后
现代文学作品就不同了，“他者”开始出场。萨廖
尔 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我们如何理解剧中“戈
多”的角色。戈多是主体还是“他者”，剧中的其
他人物爱斯特拉贡、弗拉季米尔、波卓和他的奴隶
“幸运儿”以及另一个报信的“小男孩”是主体还
是“他者”，比较模糊。事实上，出场的剧中人没
有一个是主体，他们都被“戈多”所遮蔽。但戈多
作为“主体”的话，“在场”却没有“出场”。《等
待戈多》实际上已有消解“主体”的意义。
“戈多”
尽管是剧中结构的主线，全剧人物都围绕“戈多”
展开，但“戈多”始终没有出场，都是“他者”出
场。后现代主义的描述方式和文本结构使“他者”
出场，意义发生了变异，也改变了意义。“他者”
与主体共时性，“也许查尔斯就是我本人的伪装”
（
《法国中尉的女人》第
页）。或者作家把“他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

者”作为想象的存在，这种想象的存在往往是对文
化形象的渗透，成为异国或异族的某种文化形象。
英国作家约翰 福尔斯就是用这种状态处理他作品
中的“他者”的：“我正在讲的这个故事完全是想
象的。我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在我脑子之外从未存在
过。如果我到现在还装成了解我笔下人物的心思和
最深处的思想，那是因为在按照我的故事发生的时
代人们普遍接受的传统方法（包括一些词汇和‘语
气’
）进行写作：小说家的地位仅次于上帝。
”（
《法
国中尉的女人》第
页）福尔斯在他的《法国中
尉的女人》“想象”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他者”
文化形象。
中国“新当代文学”，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
颇大。从而使文学艺术中的“形象”以被审视、被
阅读的方式进行把握。作品中的“他者”在意义的
把握方式中成为“主体”式的把握方式，越来越显
示了“他者”形象价值，在形象价值系统中，区别
于主体的“他者”文化形象被渗透其中。另外，我
在这里之所以使用“新当代文学”概念，一是为了
区别与原有的当代文学的时间概念，二是与中国当
代艺术在观念上对接。中国当代艺术以批评的话语
关注社会并提出文化问题，新当代文学同样具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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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气质。这种气质同样渗透了一种文化的形象。

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弱势群体，就是沉默

一、 他者形象的出场

的大多数。
”
（
《沉默的大多数》
）如果说王小波是针
对商业社会背景下的被解构为边缘化的精英知识

在过去的文本中，强调“典型”性的形象问

分子作为他者的身份出场，那么王朔小说中的小人

题，在“概括”、
“提炼”、
“加工”等过程中使其具

物就是底层的“大众”群体（与精英对立的）。但
是，王朔是利用了商业化社会中的世俗追求和商业

有普遍性，显现了处处都在场的主体价值，将非
“典型”的“他者”遮蔽在在场的“典型”背后，
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典型”是作为主体在描述。后
现代语境下的“典型”逐渐演变为“他者”，强调
了“他者”的出场，肯定了多元的形象，
“普遍性”
（大叙事特征）必然遭到质疑。平民化的角色作为
多视角和多元的性质特征受到作家的普遍关注。这
是一个让“他者”出场的后现代文本的描述方式。
在中国的新当代小说中，很多的人物形象都是
属于平民化的底层人物。无论是王朔的作品还是王
小波的作品，都显现了一种与传统典型形象分离的
症候。这些方式是“剥夺”了主体的主体位置而易
位于“他者”的出场所展现的某种形象的存在性。
就是说“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在一种变易换位
的结构中作为存在方式而表述的形象，他者的形象
与主体在相互的映照中存在。他者形象的出场在于
后现代语境的扩展。中国新当代小说中他者形象，
多数在“小人物”或边缘的人物中呈现，这是一群
没有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作家关注他们往往也把自
身的某种“边缘”经验置于其中，以显示主体与他
者一致性和共时性地处在社会的变革转型背景中，
探讨“他者”的意义。并把批评的态度与冷幽默融
圆一起，在调侃、戏谑、自嘲的方式中完成批判的
意义。像王小波的作品中大量地描写知识分子的当
代尴尬境遇，实际上是描述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
社会转型中的一种文化定位问题，其中也有他自己
的经验。譬如王小波对当下知识分子要出版自己的
学术著作的困境有一个冷幽默的叙述：学术著作出
版时，出版商要求将“春宫画”作为插图以迎合市
场的需求。这样，有市场就不亏本，不亏本就能出
版。非常严肃的学术著作却必须与“春宫”联系起
来，知识分子的文化定位问题实际上显露了一个精
英话语的失落问题，商业化社会背景下的大众文化
肆意横扫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深层的社会问题以及
价值观的问题等，都被隐喻般地指涉。王小波之所
以让他者出场，在于他使边缘的小人物——“他
者”不再沉默。“有一件事，大多数人知道，我们
我又猛省
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

文化的新需要，制造了底层文化中的一个诉求乌托
邦理想或妄念英雄的他者形象。王朔把文化底层背
景中的人物推向前台，把人们熟悉的精英文化层解
构在后台甚至不在场的方式，来适应商业社会生产
大众文化一般人的社会生活需求。深追王朔的具体
方式，就是“玩笑式的”——“痞子”发泄方式，
这很像当下走红的当代艺术家方力钧的大光头“傻
笑”的方式。他者的形象就在这种“痞子”玩笑中
形成，从而构成了使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没落”又
无力批判或批评疲软和旁若无人还有一点桀骜不
驯的“痞子形象”。
所以，“他者形象”一旦出场就置换为一个与
传统“典型形象”对立的立场位置上。这必然引
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也由于文本写作方式的改
变，有的文学作品我们只须看一看作品的题目就
能感受到写作方式的改变。如《一地鸡毛》（刘振
云）、《不谈恋爱》、《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池
莉）等明显地就是“典型”的退场，
“他者”出场，
甚至很私密的“性”问题以及“私人化”问题也
出场，如《上海宝贝》（卫慧）、《障碍》（韩东）、
《情诫》（张旻）、
《私人生活》（陈染）、
《我爱美元》
（朱文）等。因此多数学者把“他者”纳入后现代
语境中来探讨这种文学形态，这种把握与探讨是
有效的。

二、“他者” 形象出场的方式
无论是王小波还是王朔的作品，他们塑造他者
的背景基本上是置于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这一点
很像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大量的征用“文革”符
号作为对文化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提出或追问。“我
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
空前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
知识。
”（
《动物凶猛》
）这是“文革”背景大描述的
状况。不同的是一个是文本，一个是图像。在对待
文化问题上，王朔用平民化的“痞子”方式质疑文
化问题，王小波是用精英的“调侃”方式提出文化
问题。传统的“典型形象”是概括、提炼、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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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改造等一系列的“创作方式”，使其“典型

中的人物。所谓“近距离”，就是作家自身的小叙

化”。表面上看，这是作家创作的一个“他者”形
象。但本质上讲，这是“主体”，而不是一个真正

事或身边小生活，不是现实主义那种大叙事，需要
提炼、概括和加工形成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

的客体——他者。这种“典型”是英雄式的、理想

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大叙事。近距离消除了

式的，暗含了真理特征（因为具有普遍性），代表
的“中心”主体的地位。而新当代小说中“他者”

“典型”的意义，消除了经典的图式法则，消除了
一切修饰性的词语，就是说，不加工、不提炼、不

的出场，正是解构了这种“典型形象”才得以出场
的。“他者”不同于“典型”出场的方式在于作家

概括等方式修饰。所谓“触摸”，就是排除文化经
验意识和形而上的美学意识直接感知现实生活的

近距离地观察与描写。这种“近距离”是一种不加

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不管人物形象高大与猥琐或美

掩饰地直逼现实生活中的行行色色小人物，不概
括、不提炼、不加工，就是说去掉修饰。“去饰”

与丑，不管事件的大小和深刻与肤浅，只要是现实
生活中存在的事情，都是作家触摸的对象。所谓

不仅仅是对作品的“他者”形象的表示，也正是后

“非典型”，就是不一定具有普遍的意义，不一定是

现代语境的一个文本方式。这种方式可能还受到了
）的影响。克里斯蒂娃的
“互文性”（

有规律的，而更注重偶然的、不合理的且又影响到
或反观自己生活的事情。我们认为，正是这些偶然

《多元逻辑》和里法特尔的《诗的符号学》发展了
）和“接触域”（
巴赫金的“复调”
（

的、细微的、琐碎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才构
成了一个多元的丰富的真实的现实生活。这些小的
叙事，不像大的叙事连贯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琐
碎得就像是生活中的碎片，以至于常常被大的叙事
所遮蔽。实际上大叙事下面沉淀的都是这些小叙
事。在叙述方式上有的接近“零度表达”，有的是
关注当代社会的生活变化或变迁所引发的文化问
题。王小波对文化主体的反思，说得更具体一些就
是对传统“典型形象”的反思。而王朔则是一个
“顽主”的身份对“顽主”们的近距离描述 “你怎
么变得这么好吃懒做，我记得你也是苦出身，小时
候讨饭让地主的狗咬过，好久没掀裤腿给别人看了
吧？”（
《顽主》
）是对精英文化的颠覆，也存在对
“典型形象”的去饰，体现的特质是“玩世现实主
义”的。
近距离的方式使生活中的人物保持鲜活，其原
因在于去掉了修饰。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理论话语就
是去掉“修辞”，使“能指”在不断的更延中发生
新的意义，“所指”不与“能指”直接对应，解构
了传统“典型”的“能指”与“所指”直接对应的
结构。这一特征就很难使我们在阅读“他者”形象
时直接对应所指的意义中。就是说我们不可能再像
阅读到“典型”形象的能指与“英雄”所指的直接
对应一样。所以，这个“他者”相对于传统语境的
“典型”来说就是“非典型”形象。当然，这个“他
者”形象与“典型”形象，依然可以在互为主观相
互观照的关系中得到反观，甚至是“主体”与“他
者”的重叠。故此，这里隐藏的是一个谱系的文化
问题：“典型”—“他者”—“文化形象”。

）理论，认为文本将利用交互的指涉方
式，戏仿、讽刺、挪用或改写前人的文本，使文本
在交互的相互引用、互文书写中提出新的文本写作
方式或有意识采用零碎的片断方式修正、扭曲他人
的文本结构。“互文性”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
语境的写作方式。“他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
改变或修正了原“典型”形象的写作方式，是“他
者”形象对“典型”形象的一种戏仿、讽刺、挪用
或改写的“互文”方式。这就是“他者”出场的主
要方式。
新当代文学对当下现实的“近距离”触模式描
述，是对“他者”这个“非典型形象”的关注构成
了中国新当代文学的另一种表达类型。 年代中
后期，文学界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实则是新
当代文学的另类的写作方式和观看状态：
“
‘现实主
义冲击波’中的作家把创作的笔触转向丰富复杂的
现实人生中，从大众的立场出发，写出平民百姓、
底层劳动者的喜怒哀乐，不仅是对前几年文学创作
中缺乏现实精神状况的有效补偿，而且也给文学创
作带来了新的发展前景。
” 这里的“现实主义冲
击波”是对原有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和原则的
“冲击”，即在转向描述底层小人物是采用了“去
饰”的方式。
去掉修饰的“他者”形象的出场，颠覆了传统
的“典型”形象，成为后现代语境下中国新当代文
学的主要立场。“他者”出场的主要方式是作者采
取的创作态度和视角立场是“近距离”地逼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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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为文化形象的他者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在后现代的语境下演变
为“他者”而作为追求和审视的主体对象，这是新
当代文学的特征和后现代表述文本的方式，也是我
们说的一种“互文”的文本表述方式的关系。这个
“互文”逻辑结构关系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典型”
形象的方式一旦植入后现代语境中，原有的“典
型”就会发生变异而成为后现代语境的“他者”，
进而也就演变为一个新的“文化形象”在场，即后
现代语境中的“他者文化形象”。
达尼艾尔 亨利 巴柔把“他者形象”连接到跨
越民族的系统中关照，使他者文化形象就不是单纯
的某个形象问题，而是形象学的问题。巴柔认为：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和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
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十分微弱的。因此，
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
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
”
当然，巴柔的“他者形象”是建立在索绪尔的语
言结构学基础上的，即主体只有与非主体联系在
一起的时候，意义才能被成立。这就明确地看到
了一种主体与他者的存在关系。“他者”的出场可
以更全面地表述主体，又因主体的表述全面（不是
放大）必然注意到对文本内部的研究与关注，而这
个研究与关注的基础正是形象本身而不是其他。在
主体与他者的文本内部关系中，他者形象必然被提
出，否则文本的研究与关注就是去基础而无法实
施。所以，我们谈到“主体”与“他者”的结构关
系以及文本研究的形象基础问题，不是词语的修辞
问题，而是“他者”形象的基本问题。在这个意义
上研究和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他者形象，才能与文化
形象对接起来。
后现代主义实际是一个文本另类表达的文化
现象，就是说对中国当代文学整体置于后现代语境
中作为“他者”的文化形象来研究。故此我们把新
当代文学中的“他者形象”扩展至“他者文化形
象”的层面。唯有如此，“他者”就不是一个单向
度的孤立形象，而是整个文化层面的文化问题。中
国新当代文学作品在后现代语境下所表现的“他
者”，某种程度上释放中国新当代文学所构成“他
者”的“文化形象”。这个文化形象是中国作家在
后现代语境中通过审视与判断而在重新表述他者
形象中确立的一个具体而现实的“文化形象”，有

自己的文化逻辑演变文脉。至此也构成一个客观的
非西方想象或杜撰的 “他者文化形象”——中国
文化形象。
中国后现代语境下，“典型”与“他者”在不
同语境下所构成的特殊结构关系，有一个“典型”
作为“他者”的形象预设文化问题，即警觉塑造出
的“他者”文化形象的非真实性。就是说可能会按
照西方的文化逻辑或标准塑造的一个想象的中国
文化形象，如同萨义德的所指出的“东方主义”的
他者文化形象。这就需要了解作家塑造的“他者”
形象是建立在哪种文化逻辑立场的历史景观与现
实景观中的。王小波作品中的“知识分子”这个他
者形象，置于两个基本语境：一个是在当下反溯
“文革”的基本语境；另一个是当下反观消费时代
的基本语境。在这两种语境中“知识分子”的形象
是不同的，描述的方式也不同，所呈现的生活状态
也不同。总体来说，王小波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动
态、变迁的历史整体的形象，是一个变化中的知识
分子的整体文化形象。王朔是对生活在底层的非精
英的非主流的小人物关注，属于城市“民间”一类
鲜活的人群。说这类小人物是城市“民间”，是因
为他们与城市上层和精英相对应，他们有很多的自
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状态，他们使用一种共同的文
化习俗，诸如俚语、调侃、玩世、游戏等世俗化的
或媚俗化的文化方式。由于他们这种共同的文化心
理、文化行为以及使用了一套他们自己的俚语文
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称他们为某个世俗的
“族群”文化形象。
在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中，“典
型”的形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演变为“他者”的
身份，而受到关注，作者与它塑造的“典型”互为
主观；中国当代文学在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互为
文本”过程中，中国当代文学所表现出来的不仅仅
是作品中的“他者”，更是一个文化形象的“他者身
份”，这个身份隐喻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的形
象。显然，现当代文学作中的“他者”形象，不是
一个单纯的文学形象，而是一个文化形象的问题。
当下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作品所显示的
一种碎片性、世俗性、游戏性、娱乐性、消费性、
无主题、无深度、无风格等特征，这些特征总体集
约为一种后现代“他者”形象。实际上，在比较文
）这个词，
学中，当我们往往用“他者”（
很多情况下就是他者的整体文化形象，不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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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文学形象。这就涉及到一个“形象学”的研

中的非真实的“他者”形象。这种“他者”形象的

究问题。形象学（
）源于“
”这
个词。
“
”具有镜像的意义，那么来源于“
”这个词的“形象学”也含有“镜像”的因素。

现象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中国新当代文学中是存在
的，这也是我们必须警觉的。西方后现代主义预设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通过研究“他者”形象，也
在“他者”形象中反观“典型”形象，或通过“典

者形象，作为引申到西方社会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
文化问题。也就是说，西方利用意识形态化渗透到

型”形象反观“他者”形象。
“他者”形象，从跨国度或民族的意义上来说

“他者”的形象中，用新殖民主义的话语来达到消
解他者的意识形态的目的。

的中国形象就是这种被“扭曲”和被“修整”的他

指的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整体的文化形象，如果缩
小到族群的意义上就是一个族群的整体文化形象，
如果放大到从东西的文化地域意义上讲就是东方
或西方整体上的文化形象。根据“形象学”的词义
它还具有“形象”、
“概念”、
“镜像”、
“影像”、
“图
像”、
“比喻”、“引喻”等意义，所以“形象学”包
含了“概念”、
“镜像”、
“影像”、
“比喻”等一些抽
象的含义。上世纪 年代诗人杨炼在他的长诗《自
在者说》的“序”中写道：“东方，对我来说并不
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他是我整个精神宇宙的居
所。不是东方创造我的诗，而是这些诗创造了我的
东方。
” 诗创作的“东方”，这就是形象学研究的
“形象”。 那么，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中国新当代
文学中的“他者”形象，本质上属于形象学的“形
象”。这个“他者”的“形象”可能更符合中国当
代社会的现实生活一些，因为后现代语境下的“他
者”形象是“去饰”的近距离描写，是一个大众
“他者”的形象，先获得没有被“开发”的原生态
形象，不是被“开发”的非原生态的少数“典型”
的形象。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一种情况。“他者”形象
由于极端地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过度
的戏谑、无深度和反讽，如“互文性”写作中对
“典型”形象的“扭曲”和过度修正方式所“互文”
出来的“他者”形象，而导致的非真实的现实境况

四、结 语
总的来说，通过“他者”形象，在历史的和当
下社会的问题中发现了批判力量。尤其是王小波通
过“他者”形象地描述对消费社会语境下知识分子
的文化状态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使“他者”形象发
生当下的批判意义。后现代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作
品所呈现的“典型”作为“他者”的形象的出场，
即典型作为他者成为后现代话语对“典型”的阐
释。西方后现代话语对“他者”的关注是对中国新
当代文学影响的一个核心理论，其他后现代在文学
的各种表现形态皆源于此。在对后现代语境下的中
国新当代文学中“他者”形象的阐释中，必然跨越
中西方的文化内层，提升到文化的层面，做出对
“他者”形象的文化身份的阐释，从而观照当下语
境中的中国当代的文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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