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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文化有很多病态现象， 我主要以郭敬明和韩寒这两个80后典型人物
为案例， 剖析当下文化中的几大病态。 谈当下文化病态之前， 我们需要先了解
一下当下文化的基本特性。

我为什么死嗑郭敬明韩寒
■肖鹰

意义缺损与媒介控制

资本权力与自由神话
谈韩寒比较危险， 不管支持他还是反对他， 似

乎永远是错的。 关于代笔门的真假， 我在这里无法
作具体论证。 我的观点是： 作为文化现象的韩寒是
一个矛盾的结合体， 他身上结合了两种元素： 一个
是资本权力， 一个是自由神话。

《三重门》刚出版时，我作为一名北京大学当代文
学博士后阅读了这本书。我不认为这是一部真正的少
年杰作，而是觉得它是一部“经过成人深加工的平庸
小说”。 为《三重门》作序的是北京大学文学教授曹文
轩。他写这篇序时，曾说过“在《三重门》的作者韩寒身
上，却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 若没有知情人告诉你
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为
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 ”曹文轩教授看不出少年作家
的影子，本应质疑《三重门》的真实作者是否是这位反
应试教育的少年，然而在序言中，曹文轩却用“有智慧
助他”为自己的疑惑作了轻松的解释。“皇帝的新衣”
不就是这样造出来的吗？ 看不见皇帝穿衣服，绝不是
皇帝没穿，而是自己没看出来。

2012年， “韩寒代笔” 风波初期， 我只是一个
看客， 后来才参与了质疑韩寒的阵容。 继韩寒之后，
方舟子也质疑过蒋方舟， 但没能进行下去。 这既是
因为几乎没人呼应方舟子“倒蒋”， 也因为蒋方舟毕
业后任 《新周刊》 副主编， 经常在电视上做嘉宾、
秀才学。 尽管疑惑不消， 但舆论放过了展示实力的
蒋方舟。 如果韩寒像蒋方舟一样“出来走两步”， 可
能“倒韩” 就自动消解了。

韩寒为什么能走向神坛？ 我认为， 根本原因是
产业资本和文化权力的勾结。

韩寒最初被打造成神话， 是出于两个需要： 一
是韩寒家庭， 尤其是他那个望子成龙的父亲韩仁均
的需要， 倒未必是韩寒本人的需要； 二是上海 《萌
芽》 杂志的需要。 当时的 《萌芽》 经营惨淡， 急于
寻找脱困的捷径。 它在“新概念作文大赛” 时发现，
所有参赛选手中， 只有韩寒有特别的新闻价值。 一
位七门功课高挂红灯的桀骜少年获得作文大赛一等
奖， 不但极博眼球， 还确证了 《萌芽》 是天才伯乐。
后来的舆论确实将 《萌芽》 看作了发现甚至创造

“天才作家” 的圣地， 于是在全国文学期刊极度萎缩的
境况中， 当年的 《萌芽》 订阅量从几千甚至几百本， 一
下攀升到五十万。

在对“天才韩寒” 的神话塑造中， 除了文化权力，
还有产业资本的力量。 韩寒除了有“天才作家”、 “公
共意见领袖”的身份外，还是众多品牌有形和无形的代言
人。近10年来，韩寒一直是被特殊推荐的“新浪博客头
牌”。最近，韩寒代言了一组新浪移动客户端的户外广告，
上面用了韩寒的照片， 广告语为“新闻不是讨你喜欢”、
“新闻不是审判”等。新浪到现在仍不愿意放弃韩寒，不正
是觉得他还可以吸金吗？ 韩寒背后有强大的资本力量，
最初是打造他、 包装他， 现在是利用他。

韩寒神话的群众基础、 社会基础是什么？ 是中国根
深蒂固的封建文化。 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是一个习惯奴欲
与崇拜的国度， 不论我们想追求自由还是表现反叛， 都
要攀缘在一个偶像身上。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过， “哪
里有乞丐， 哪里就有神话”。 “韩寒神话” 就是我们遍
布精神乞丐的文化制造出的产物。

韩寒神话的另一个语境是反智主义回潮。 中国当代
反智主义盛行于文革时期， 代表性口号是“读书无用
论”、 “知识越多越反动”； 2000年以后， 反应试教育
的“天才作家” 韩寒引领的是“不读书才有用” ———七
门功课高挂红灯， 却一夜成名成为天才作家， 最终更变
成引领时尚的花花公子和一呼百应的公民意见领袖。
“资本权力” 和“自由神话” 在他身上神话般糅合， 造
就了一代青年的梦想———这就是“韩寒” 的独特魔力和
资本价值。

目前， 韩寒事件是没有公论的。 可是如果面对这样
影响巨大的事件， 我们都没有勇气、 没有努力去追求真
相， 那简直等于精神自杀。 麦克卢汉说： “为什么追求
真相？ 因为真相使你自由”。 所以对韩寒的追问， 是对
真相的追求， 是对自由的追求。

大数据时代，我们在媒介控制下的自由幻想中生活。
媒介信息无止境地消费现实，因为盲从和轻信，我们常常
是在假造的文化景观下群聚。 我们会在资本权力和媒介
权力、文化权力多重的夹击下失去真实，或者气馁妥协，
变成它们的牺牲品。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化的病态。

肖鹰， 1962生。 毕业于
北京大学， 哲学博士、 文学博
士后。 现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
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 美学、 当
代文化。 曾应邀在德国波恩大
学中国文史哲系 （原名汉学
系） 作客座教授。 2010年6月
至7月， 作为剑桥暑期学人访
问剑桥大学。 2007年入选
“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

曾主持国家和省部级课题
多项。 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
在 《中国社会科学》、 《哲学
研究》、 《文艺研究》 和 《文
学评论》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多篇。

乌合之众与粉丝文化
在这个标题下我想讲的是郭敬明。 郭敬明有很

多追随者， 对于他们， 郭敬明的小说虽然絮絮叨叨、
反复重叠， 但是并不枯燥， 永远是“新鲜的”。 阅读
郭敬明， 不再是文学欣赏， 而是一种被消费文化严
重殖民之后的生活行为。 就像我们习惯不时翻看手
机， 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尽管手机并没给你
带来真正的新信息， 但是你还是要不时翻看。 我认
为， 对于郭敬明的粉丝， 阅读他的小说、 看他的电
影， 是一个全方位、 整合性的一体化深层活动， 一
种生活———郭敬明粉丝生活。

谈郭敬明现象， 必须谈他的抄袭事件， 这是理
解“郭敬明现象” 的重要因素。 抄袭案的终审判决
郭敬明构成对庄羽作品的整体性抄袭， 判罚郭敬明
赔偿庄羽20万元并公开道歉。 郭敬明公然声明： 只
交钱、 不道歉。 郭敬明的态度招致了强烈的舆论讨
伐， 但他的粉丝却说： “抄袭有什么不好？ 只要是
小四的， 抄的我们也爱。” 甚至出现了一个新成语，
叫“三毛抄四”， 说已故台湾女作家三毛的 《梦里花
落知多少》 书名是抄袭“小四”！

一般来说， 80后的青年至少也受过高中教育， 为
什么会这么不讲道理？ 其实很好理解。 一百年前法国学
者勒庞在 《乌合之众》 中专门剖析了“群体意识”。 勒
庞认为， 当一个人处于个体生存状态时， 由于责任和惩
罚的存在， 其内在的野性和本能处于被抑制状态， 此时
他 （她） 是一个有责任的个人。 一旦置身于人群中， 每
个人都隐姓埋名了， 此时由于免于惩罚———中国就有
“法不责众” 的说法———大家就听任本能冲动， 个人的
原始野性和社会破坏力会被释放出来， 从而丧失日常生
活中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粉丝文化就是这样的文化： 让
每个人放弃自我， 丧失个性之后， 去追随他的偶像， 然
后寻死觅活地维护偶像的存在。 在当下这个大数据时
代， 他们的追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控制或被诱导的。
所以郭敬明的粉丝———根据我的观察， 包括韩寒的粉
丝、 崔永元的粉丝、 赵本山的粉丝———都非常不讲道
理。 因为作为粉丝时， 他们不再为自己作为个人承担责
任， 也不再需要道德。 准确地讲， 粉丝在群体状态下，
因为意识受控于群体观念， 丧失了个性， 从而具有非理
性、 幻想性、 偏执、 狂热、 非道德化的心理特征。

现代媒介哲学之父麦克卢汉在 《理
解媒介》 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 媒介
即信息。 我们通过电视、 网络等媒介来
接收信息， 而媒介对信息的编辑、 传
播， 我们的解读方式， 都会影响信息构
成及其意义。 关于当下媒介和时代的关
系， 我主要谈两点：

第一， 在信息时代， 我们的信息接
收面临着“图像诡计” 的问题， 即我
们在接收图像时会面临信息缺损和意
义扭曲。 2013年年末有一张著名的新
闻图片： 在南非民族英雄、 前总统曼
德拉的葬礼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 丹
麦首相施密特、 英国首相卡梅伦三个
人在玩自拍， 旁边是苦着脸的米歇尔，
被解读为正在吃施密特的醋。 三位西
方政要在这位非洲伟大领袖的葬礼上
竟然玩自拍， 舆论哗然， 一片谴责之
声。 但我们不妨再看看同一个记者在
另一个角度拍的照片： 南非人民用歌
舞和欢笑， 向曼德拉告别， 表达对他
的崇高敬意。 在葬礼上， 用歌舞、 欢
乐告别受人爱戴的逝者， 是南非风俗。
其实， 丧事喜办， 是不少民族的习俗。
但在中国或西方的文化语境中， 在葬
礼上玩自拍就是伤风败俗了！ 如果我
们先看这张展现南非人民送别曼德拉
的欢悦场景的照片， 再看这张自拍图

片， 会不会觉得所谓“出格” 举动， 实
际上与葬礼场景是融洽的？

在媒介传播中， 因为信息缺损和意
义扭曲， 真实的图像并不等于真实场景，
真实场景不等于真实的意义， 即“真
像≠真相≠真实”， 这就是我说的“图像
诡计”。 网络媒介现在是整合一切媒介的
新媒体， 从“自拍门” 事件可见， 新媒
体传播非常便利， 但也非常危险。

第二， 当今文化时代面临着大数据
监测和媒介控制的问题。 舍恩伯格在
《大数据时代》 中说， 大数据是通过网络
技术发生的， 比如谷歌。 谷歌主要经营
的不是卖广告， 而是采集数据。 它把所
有的搜索信息储存起来进行分类， 分析
出各类人群喜欢什么， 再提供给相关商
业组织。 因此， 关于购买什么、 不买什
么， 虽然貌似是自由的， 实际上却是通
过数据采集和分析、 进行监控与预测后
的结果。 所以大数据带来了大控制， 而
且是无形的控制。 大数据时代的全面监
控和预测， 既是经济的也可以是文化和
政治的。

信息超载造成了一种一塌糊涂、 真
假莫辨的状态。 因此， 对信息进行质疑
和辨别， 是当下的一种基本生存技能。
我们需要养成怀疑性的认知习惯， 否则
很可能被操控。

技术媒介的狂欢
技术媒介有一种狂欢本能， 落实到

文化表现上， 就是消费现实与无耻娱
乐。 “犀利哥热” 正是网络消费与娱乐
的典型表现。 2010年春节后， “犀利
哥” 填补了年初媒体的娱乐空白， 成为
当时网络狂欢的焦点。

事件最初， 是有一个购买相机的人
在试相机时偶然拍到门外一个流浪汉，
将照片传到一个圈子网站。 后来照片被
转载到天涯网站， 加了一个超长、 怪诞
的标题， 称照片上的人物是“秒杀宇内
究极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 “帅到
刺瞎你的狗眼”， 紧接着“求亲们人肉
详细资料”。 就这样发动了一场网络狂
欢。 狂欢的第一步是把“犀利哥” 和时
尚挂钩， 称他为当时第一“混搭” 高
手， 对他的图片进行大量的PS， 怀旧
的、 时尚的等等， 还有人说美国也有
“犀利哥”。 最后， 看似不含功利的网络
狂欢出现了品牌logo， 商业面目终于
浮出水面。 真实的“犀利哥” 是一位江
西农民， 当时在宁波打工。 他精神有些
问题， 跟家人失散多年， 家中有两个儿
子。 这个生活于贫寒境遇中的“犀利
哥” 就一点也不“犀利” 了。

我个人认为， “犀利哥热” 的出
现， 并非网络自发现象。 而是一次网络
营销商和品牌营销商的合谋， 目的就是
推出一个热点， 让品牌、 网络双赢， 这
就是消费现实。 某种程度上， 它没有造
假， 但恰恰是其中的真实为网络和推手
提供了营销炒作空间， 肆意扭曲现实的
真实意义， 消费现实。

我们对信息的接收， 是一种被切断
语境的接收。 缺乏了背景， 现实可以被
任意重塑。 学过电影的人都知道， 同样
的镜头， 前后连接不一样， 意义可能完
全相反。 这就是媒介的力量， 这种力量

被用于一种狂欢， 网络因此走向极度的
娱乐化。 这种狂欢会从根本上瓦解并颠
覆传统文化的价值选择， 以负价值代替
正价值， 丑的代替美的， 恶的代替善的，
假的代替真的。 这样便催生了网络审丑
化。

网络文化有两个基本特点。 第一，
网络技术将传播的单向路径改写为交互
式传播。 第二， 网络传播具有高速流动
性， 所以会有“刷屏” 的概念。 经典、
美好的东西在网络文化中难以避免的遭
遇， 就是被瓦解或颠覆。 这时人们会发
现， 什么东西能吸引眼球， 什么东西就
能存在； 谁能出奇、 出怪、 出丑、 玩狠
犯傻， 最后拿板砖拍自己脑袋， 谁就是
高手！ 凤姐每一句话都是自我糟蹋、 自
我拍砖， 但大家会发现， 她每一句话都
直击我们的心扉， 让我们感到自己无所
不在的优越和优势。

“网络审丑化” 使人们失去了自己最
后一点廉耻。 比如这几年很火的车模干
露露， 她母亲和她一起在大庭广众下拍
摄大尺度照片， 主流电视台也跟着做这
种“人肉” 生意。 只有当她们、 她们背
后的推手以及观赏她们的看客都丧失了
羞耻感， 干露露们的“祼肉秀” 才有市
场。 中国文化的病态， 很大程度上是由
“唯市场化” 导致的， 票房、 点击率决定
一切。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我们中国是
彻底“时尚化” 了。 德国社会哲学家西
美尔在 《时尚的哲学》 中指出， 时尚的
动机是超越客观、 超越审美和其他应用
性的， 时尚的动机只是一种形式社会学。
在时尚普及化的时代， 大众行为都以丧
失羞耻感为标准。 没有羞耻感， 才可能
有时尚的运动。 这也许就是干露露母女
走到这个地步的原因。 这就是当下文化
的病态结果。

编者按
从去年9月起，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肖鹰以 《当下文化病态批评》 为题， 已在吉林大学、 南京大学、 武汉

大学等全国十余所高校做了解读当下文化现象的演讲。 肖鹰教授的观点， 一度引起网络的广泛热议。 本报今日摘要刊发肖
鹰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演讲， 以期引起更多大学师生和研究者的关注。 题目为编者所拟。

谈韩寒现象
韩寒事件目前是没有公论的。

可是如果面对这样影响巨大的事
件， 我们都没有勇气、 没有努力去
追求真相， 那简直等于精神自杀。

谈郭敬明现象
在当下这个大数据时代， 他们

的追随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被控制或
被诱导的。 所以郭敬明的粉丝都非
常不讲道理。 因为作为粉丝时， 他
们不再为自己作为个人承担责任，
也不再需要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