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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周刊

别让真实沦为“丑”

我们越来越不在乎事物本来是什么样子，我们更关心它被呈现为什么样子

一个好朋友上周告诉我， 她彻底告别 iPhone
了，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iPhone 手机的成像效果
没能让爱好拍照的她在朋友圈摄影大赛中脱颖而
出。 昨天她告诉我，她终于找到了一款非常满意的
手机，艳丽的色彩、精致的柔光，让每一张照片都能
“照亮她的美”，而价格却连 iPhone 的一半都不到。
苹果公司当然没有因为她的脱粉而业绩下滑，
但注重拍照功能的“美颜”手机的确在过去几年里，
口碑和业绩上有了质的飞跃。 有趣的是，iPhone 的
“失败”和美颜手机的“成功”恰恰展现了当代大众
文化的审美变迁——
—美是“真实”还是美是“修饰”？
显然， 朋友圈和社交网络被点赞最多的图片已
经替我们给出了答案， 我们越来越不在乎事物本来
是什么样子，我们更关心它被呈现为什么样子。这让
人不禁想问，当“颜值即正义”深入人心时，“丑”去了
哪里？ 它彻底消失了吗？
美丑之辩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自讨没趣， 因为
景观社会的核心议题就在于只有美的东西才能呈现
出来。 然而另一边，美的副作用也已经开始出现，过
于精致的美导致审美趋同， 年轻演员的辨识度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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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颜值的重要性催生了“流量小生 / 小花”——
—
他们不再需要制造新闻，他们的存在就是新闻；网络
上越来越多化妆速成法，潜台词是要让老公更爱你，
就要少让他看到你的素颜， 要让化妆成为你的新皮
肤：在这里，不仅“美”的含义被大大窄化，甚至也误
解了“丑”的意义。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埃科在 2007 年出版了一
本特别的艺术史——
—《丑的历史》。 尽管在艺术史
上，丑只是作为美的补充或者说美的反证而存在，
但我却始终觉得，《丑的历史》比《美的历史》更有
意义，因为理解“丑”是理解“美”的根本。埃科在导
论里划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丑：丑之本身（如腐烂
物）、形式之丑（如一个比例失调的人）和艺术之丑
（艺术表现上的种种不正确），并提醒读者，在一个
特定的文化中， 我们通常只能根据第三种类型来
推知前两者所指为何，而这正是他的立论基础。
与其说《丑的历史》是关于丑的历史，不如说
是一部丑的观念史。 在从古希腊到当代艺术的梳
理中，埃科通过丰富的材料告诉我们 ， 丑 是 相 对
的：首先，丑会随着时代、文化的不同而不 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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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过去不能接受的事物，将来可能会转变观念，
重新纳入到接受的范围；更重要的是 ， 被 视 为 丑
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助于整体的美。 也
就是说，这世上并没有一种叫做“丑”的恒常存在
的东西。
这么说，并非刻意模糊美丑的观念，认为“美就
是丑，丑就是美”，而是要提醒大家，美丑之间的界限
往往不在于我们所审视的对象，而在于我们的观念。
不喜欢朋克的人， 会认为他们酷似恐龙的锯齿状发
型难看极了，暗黑系的妆容仿佛大白天见了鬼；从来
不关心时尚和潮流的人， 也很难理解前卫设计师的
作品美在哪里， 一条价值不菲的时装裤并不比一条
普通的秋裤更实用。问题不在于，美的统一标准是什
么，问题在于，一件我们认为“丑”的东西，它到底打
破了什么。
《丑的历史》的价值也正在这里，不要让滤镜成
为我们欣赏和呈现这个世界的唯一视角， 也不要让
“颜值”成为社会交往的障碍，不要让美的观念变得
越来越狭隘，更不要让真实沦为“丑”。 唯有这样，我
们才能跳出“流行”，真的理解“美”。

于农业文明，那就是生命已不再被视为一场
悲剧，而是被视为一次具有挑战性的机会

伤情赋还是行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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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众在评论中指出电影欠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但这恰恰不是一部描写人性的影片

奥斯卡奖无疑会引发一波热潮， 这次 《水形物
语》更是引发了争议。 赞者认为这部电影构思精巧，
叙事想象巧妙，但批评者也不乏其人。北大教授戴锦
华就曾直言“电影并未打动内心”，网络上的评论总
体莫衷一是。 对这样一部充满幻想色彩的电影，人
们大多以现实的眼光来加以审视。 无论是赞美影片
中对于异类之间的爱情， 还是批判其带有僵硬的意
识形态色彩， 都没有把影片中的奇幻真正当成奇幻
来读解。
电影的秘密在片名中就已经被说出，《水形物
语》的英文片名叫做《水的形状》，然而水恰恰是不具
备形状的，唯有解释了这个片名，才能够真正走进这
部影片的精神内核。若非如此，这只有可能是一部有
关爱情的烂俗电影。 虽然奥斯卡的评委们偶尔也会
犯错， 但他们的品位也不至于偏差到将一部在美学
上平庸的作品封为第一。
人们常常诧异于爱情的发生， 在电影里也是这
样。 你不知道水的边缘在哪里， 你更不知道水的形
状，这并不是一个用“为什么”可以回答的问题。从头

到尾，我们都不知道那个生物究竟是什么，你也不知
道他为何有疗伤的异能，他没有名字，没有历史，他
属于一个纯粹的特异存在。 影片里反复陈说， 这不
属于任何一个人类已知的物种，他像是某种动物，也
像是人的奇特形态，但都不是。究竟是什么？不知道，
和水的形状一样，他属于彻底的未知。
人类的未知是什么？ 语言之外，一无所有。 我们
所知被语言所限，但这件事物超越了语言的范围，就
像水的形状一样，让我们无从命名，让我们难以捕捉
其界限。 同样，在这样的茫然未知之中，女主角形成
了一系列行为上的反应， 要是你针对这些反应同样
追问“为什么”的话，那么回答依旧是“不知道”。
导演德尔·托罗在和你们玩“为什么”和“不知
道”的游戏，只要你问出“为什么”，答案必定是“不知
道”。女主角的设定是一个哑巴，她没有言说能力，她
不需要语言， 而和她配戏的则是一个聒噪不堪的黑
人妇女，她们在不断暗示语言和水之间的关系，依靠
语言，你永远难以抓住水。 恰恰在沉默之处，我们能
看到水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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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的，则是影片中最大的反派人物。他是
一个严格的秩序综合体， 他代表了一系列禁忌森严
的语言等级。 他没有情感，没有情欲，取而代之的是
全部的“话语”。政治话语暴力话语性话语，这一切集
中在一起幻化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厌烦的肉身。 实际
上导演蓄意在其中给他加了一些涉及情欲的戏，然
而这一切只是用来进一步映衬他作为语言权力的封
闭和强大。 作为寓言，这个形象是滴水不漏的，他和
水绝不相容，他是水的反面。
有观众在评论中指出电影欠缺人物性格的丰
富性，但这恰恰不是一部描写人性的影片。 戴锦华
教授要求“打动”，这也是一种误读。 导演和我们玩
了一场游戏，他设置了好多陷阱，引诱我们将其视
为爱情表达、寻求人性、甚至补充了很多白人政治
和冷战时代的细节，也有人挑出了很多向传统影片
致敬之处。 殊不知这些圈套背后，都是导演狡黠之
眼。 真正的答案，在影片标题中，已经很明确地得到
表达了。 作为奥斯卡金像奖的新任得主，《水形物
语》还是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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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太过了，初唐人如何去羡慕盛唐？

《西游记》的小破绽

玄奘取经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按理讲，后来
才有的事物，不应当出现在书中，但在实际操作中，
作者难以做到毫无纰漏， 事实上也无必要。 只要注
意大节，不违背常识，不至于太荒唐就行。
我读《西游记》很多遍，读多了，做不了考证，倒
也看出了一些小漏洞，最好玩的，莫过于孙悟空被压
的算术问题。
悟空大闹天宫，被如来压在五行山下，书中说
事情发生在“王莽篡汉”那年，即公元 9 年。 唐僧离
开长安，第十三回明言是在贞观十三年九月，即公
元 639 年。 遇到悟空，救他出来，收为徒弟，仍在当
年秋天。 这样的话，孙悟空压在山下，是整整六百
三十年。 书中提到此事，每次都说五百年，错了一
百多年。
小说里屡有在先的人物不知后世掌故的情节，
读来十分有趣。 记得钱钟书先生好像讨论过这个话
题。 第十四回，悟空打杀六贼，被唐僧抱怨不已，一
怒之下，不辞而别，直奔东洋大海，找龙王讨茶吃。
龙王借壁上悬挂的《圯桥进履》图规劝悟空，放下傲
慢之心，尽勤劳，受教诲，修成正果。 悟空不懂画中

·科技小史·

从时间对生命赋予的底色来看，现代世
界迥然有异于古代世界，工业文明迥然有异

《水形物语》导演玩游戏

·书香漫漫·

·无限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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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龙王告诉他，这是汉世张良遇黄石公的故事，
“石公坐在圯桥上， 忽然失履于桥下， 遂唤张良取
来。 此子即忙取来，跪献于前。 如此三度，张良略无
一毫倨傲怠慢之心。 石公遂爱他勤谨，夜授天书，着
他扶汉。 ”又解释说：“大圣在先，此事在后，故你不
认得。 ”
张良故事在秦末，相比悟空出世，自然晚了。 然
而龙王的话，却说反了。 因为悟空虽生在张良之前，
但此时已是唐朝，进履之事已成古典。就算他压在山
下那六百年不闻世事，但如来降伏他时，已在新莽之
际，距离汉初，有两百多年，张良的传说他还是可以
知道的。 如果说悟空因为不读书， 或者孤陋寡闻而
不知典，当然不错，用时间先后的理由，则不能成立。
《西游记》中诗词很多，作于贞观之后的，可以
说是不胜枚举。 如第八十一回，悟空教育八戒不可
糟蹋粮食，引了一百多年后李绅的“锄禾日当午”。
第二十八回介绍黄袍老怪：“他也曾小妖排蚁阵，他
也曾老怪坐蜂衙；他也曾月作三人壶酌酒，他也曾
风生两腋盏倾茶。 ”蚁阵，蜂衙，可能出自黄庭坚和
陈师道的诗句，“蚁集蜂衙听典常”，“雷动蜂窠趁两

衙”。 后面两句，一个借用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
成三人”，一个借用卢仝的“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这些都是晚出的诗句。 小说里这样用， 没有问题。
《封神演义》里，纣王在女娲庙里题诗，用的还是唐
代才流行的七律呢。
但在第六十四回， 唐僧和四老在木仙庵谈诗吟
诗，杏仙后到，“茶毕欠身问道：‘仙翁今宵盛乐，佳句
请教一二如何？ ’拂云叟道：‘我等皆鄙俚之言，惟圣
僧真盛唐之作，甚可嘉羡。 ’”这就太过了。 初唐人如
何去羡慕盛唐？ 所以证道本的夹批就笑话说：“太宗
贞观之时，犹初唐也，何乃预借盛唐耶？ ”
类似锦衣卫那样的时代不符，书里还有。第十五
回，鹰愁涧水神变为渔夫送唐僧过渡，上岸后，唐僧
教悟空打开包袱，取出大唐钱钞为酬。须知唐朝是不
用钞票的，纸钞要宋朝才发明出来，广泛通行，要到
金元和明朝。
类似的还有第十六回写到的“三个法蓝镶金的
茶钟”。查资料，波斯的铜胎掐丝珐琅，约在蒙元时期
传至中国，明代开始大量烧制，并于景泰年间达到高
峰。 唐朝是不可能有掐丝珐琅器的。

张宗子

旅美
作家， 现住纽
约。 著有《空杯》
《书时光》等。

许多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以食用这类药物为乐趣，女性中成瘾者甚众，甚至以懒洋洋的迷离病态为美

鸦片类药物曾在美国大行其道
说到鸦片， 作为国人的第一反应定是鸦片战
争。 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十九世纪受鸦片困
扰的，并不只是被殖民的东方。 只要是致幻成瘾
的东西，总有办法渗透进社会中去，西 方 社 会 也
不能幸免。 十九世纪晚期，美国鸦片类药物曾泛
滥成灾。
所谓鸦片类药物， 是指在人的身体内产生和
天然鸦片剂一样效果的合成药物。 十九世纪初，
德国的一名药剂师弗列德里希·瑟图纳从罂粟果
实中提取出来一种生物碱，因为在实验中发现这
种物质具有助人入睡的效果，瑟图纳把它用希腊
神话中摩尔甫斯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我们今天
所熟知的吗啡。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皮下注射
器问世，其 最早的用途，就是将吗啡注 入 来 治 疗
神经痛。
1861 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这场发生在十九
世纪中晚期的战争， 催生了许多新型技术的实际应
用。军事上有步枪、热气球、装甲舰、铁路网络和电报
系统；民用技术方面，摄影术第一次广泛用于记录战
争，大量的图像资料因此得以传承至今，尸体防腐的
技术也是第一次广泛使用， 使得很多破碎的家庭仍
能见到亡者最后一面。 而问世不久的止痛剂吗啡和
皮下注射器相得益彰， 成为了战地医院里减轻伤兵
痛苦的利器。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实现了领土和制度的统一，
经济开始快速起飞。 然而，在战事落幕之后，回到老
家的士兵们发现，虽然从连天的炮火中幸存下来，却
一不小心成为了吗啡的奴隶——
—他们中的很多人成
为了鸦片类药物成瘾者。
药剂师们发现了这个成长中的市场， 于是各大
药厂纷纷推出自己的鸦片类药物品牌， 一时间这类
药物的专利注册数量激增。
鸦片类药物确实具有一定的效用，能够止痛、治
疗腹泻，但是它也可以单纯用来享乐。鸦片类药品并
不是处方药，在药店柜面上就能买到，许多白人中产
阶级家庭以食用这类药物为乐趣， 女性中成瘾者甚
众，甚至以懒洋洋的迷离病态为美。到 1890 年代，美
国人口中大约有 2%-4%成为了依赖鸦片类药物的
瘾君子。
二十世纪之交美国官方和民间警醒起来：鸦
片类药物的泛滥 可 能 已 经 是 一 个 严 重 的 社 会 危
机了。 美国医师协会达成了共识，现在成瘾的病
人已经很难再戒毒， 为了让他们不成为公害，不
得不继续给他们开药，但是市面上不应该再出现
更多的鸦片类药物，协会建议医生减少吗啡的使
用。
另一方面， 制药公司也在开发新品来替代容易
成瘾的吗啡， 德国拜尔当时推出了一款二乙酰吗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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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并给它起了个通俗的名字——
—海洛因。拜尔公
司当时为海洛因铺天盖地做广告， 号称其效果是吗
啡的五倍，还不会成瘾，这种残缺的认识在我们今天
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
同时在社会治理方面大力推广科学。 此处的科
学和我们今天的定义略有不同， 当时美国最流行的
公共卫生政策的指导方针， 乃是后来造成欧洲种族
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优生学。 二十世纪早期的美
国优生学家认为，药物成瘾是一种会遗传的属性，会
成瘾证明你这个人体质有缺陷，是进化失败的产物，
是不应该继续生育的。
在这种科学观念的驱动下，1914 年美国国会通
过了《哈里森法》，这一法律一反此前通行的做法，禁
止医生给已经成瘾者继续开药， 其目的无非是要让
这些瘾君子发疯犯事， 好让警察把他们都抓起来关
起来，这样他们就远离主流社会，没有生育繁衍的机
会了，美国的人种质量就能有所提高。
施行十一年之后，《哈里森法》 于 1925 年被废
除。 事实证明， 联邦政府的道德优越感解决不了问
题，遏制毒品只能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一百年
后的今天， 我们已经知道海洛因是远比吗啡更危险
的药物，优生学也因为二战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但鸦片类药物泛滥的问题， 至今仍像一个幽灵一样
困扰着美国。

沈辛成

主播，
策展人， 唱作
人，著 有 《纽 约
无人是客》。

时间无尽，人生有涯。 这个显著的事实，构成了
基础性的人类认识框架，也成为人类文化的渊薮。生
命短暂而有限，是无可回避的事实。 这个事实是残酷
的，但认识到这个事实的存在，也是令人欣慰的。
当我们说“人是时间性的存在”，以之区别于动
物及其他存在时，就是在说只有人能够体认到时间，
能够体认到作为的可能性和限度， 能够明白自身生
命的短暂，进而体会到生命的珍贵和意义，而不是像
动物那样在时间中无知无觉地顺流而下。
“人生识字忧患始”，识字这种人类活动，具有
乐与忧的双面性。 人类知道时间，体认到时间，才可
能产生稳定的自我认识，才能够形成“主体意识”，
由此而产生了丰富的创造。 但人生苦短，又是笼罩
生命的大幕，死亡是生命的终结。 这一层源自生命
的苦、痛、忧、惧也是根本性的，它使人生铺垫了悲
苦的底色。
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也就是时间作为“活”的
东西对于人只有一次；生命是短暂的，就是人的一
生时间是很有限的。 这些是人进行价值建构的基
础，“生命至上”是最基本的价值判断。 但牛的生命、
蚂蚁的生命，也只有一次而且短暂，是否也具有“至
上”的属性呢？ 草木的生命，一块石头的存在，也是
仅有一次而且并不持久的，是否同样“至上”呢？ 显
然，人们并不这样认为。 过去一直不这样认为，今天
也只有极少数人认为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人的
存在与一块石头的存在价值相同。 因而，“至上”的
不是“一次”和“短暂”，而是人本身。 体认到时间的
存在，认识到时间对人的价值，将人与别的东西区
别开来。
在人与猴相揖别之时，人擢拔了自己。 人有与动
物区别的各种特性，或者说超过动物的各种功能，其
中之一，就是赋予了自己更高的价值地位，并视之为
自然而然。“万物之灵长”，既是一种骄傲，也是一次
自我赋权，使得人在格杀动物、取用资源时，不会产
生愧疚之情。 人在特定情况下杀掉一匹马、一只鸡，
不会面临道德困境，而在杀死一个人时就会有。就连
物种的永久性灭绝，人为之而悲哀，是近些年才有的
一种情感， 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自身，“生物多
样性破坏”还是因为那不利于人。
追溯文明起源时，是否对死者有一定的安排，
例如墓坑、埋葬、仪式，是判断一个人类种群是否
已经发展了文明观念的标准之一。 因为我们无法
回到初始时代去现场观察，在村落形成之前，人类
远古的生活遗存，如粗糙石器、被食用的动物骨骼
等等，又难以传递足够的文化含义，而是否“有意
识地安葬死者”，则总能传递出有一定文化观念的
信息。 安葬死者，就是能够区分生死、领悟时间的
直接证据。
自古以来，人生就有乐观与悲观的理解，无论乐
观与悲观，都是随“人生短暂”而来。 一切宗教，都基
始于时间的理解，并为生命提供解决方案，为时间提
供解释。 从哪里来，怎样度过，到哪里去，生前该怎
样，死后又如何，这是所有宗教都在回答的问题，而
回答都指向了对时间的超越性理解， 在肉体的生命
消失之后，生命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在时间中延续，没
有一种宗教会说生命随肉身死亡而无影无踪， 它们
都提供一种虚幻的关于死后犹存的安慰。
自古以来，时间就是叹息的生发之源，提到时
间就让人产生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受， 悲秋伤春、
飘零苦楚，诗词歌赋文，同唱一个悲字。 人生被理解
为一次悲剧旅行，一篇以死为结的伤情赋。 无论活
得顺不顺，只要面对时间，最终都高兴不起来，最终
似乎只有一种解脱，那就是宗教。 在中国，人对时间
的超越和实现时间的安慰则靠慎终追远，一种历史
性的释怀，一种将个人与家族联系在一起的祖宗崇
拜，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将生活的儒学称为“儒
教”， 崇敬祖宗的儒家教化确实类似宗教中上帝的
功能。
从时间对生命赋予的底色来看， 现代世界迥然
有异于古代世界，工业文明迥然有异于农业文明，那
就是生命已不再被视为一场悲剧， 而是被视为一次
具有挑战性的机会。此时，乐观主义才成为一种足以
抗衡悲观主义的潮流。 人生仍然指向死亡，不免一死
仍是定数，但是，“活着为着什么”代替了“能够活多
久”，既然死是不可排除的，那么它就可以放在一边
不再讨论，而怎样活更具意义，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
问题。 人生目标的现实性、人生选择的多样性、价值
排序的个人性，使人从终极问题上解脱出来，有限的
生命、有限的目标、无害于他人怎样都行等等，为人
生的乐观态度铺垫观念基础。另一方面，行为边疆打
开、科技和工业进步，创造领域扩大，增强了人自己
把握自己命运的信心。但与之相应的，是个人主义的
上升，多种价值间的冲突，人对自然的掠夺、人对人
的欺诈，金钱作为价值尺度，导致了人类文明内在的
危机。 时间越来越像一幅愉悦无度的行乐图，一种即
时感观满足的消费物。
但马克思开创了一种新的可能： 时间不是凄切
哀怨的，而是积极乐观的，不只是及身而在的，而是
具有人的类存在价值的。 由此，时间既非消极悲苦的
叹息源泉，也不是纯粹个人欢乐的积极场域，而是个
体与社会联结的实践场域，人的全面发展的空间，以
及，一种为解放而奋斗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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