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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
＊

赵静蓉

提要:20 世纪中后期以来 , 怀旧成为现代性视域下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文
化事件。它是人的一种意识行为 , 是一种历史感和价值论 , 且带有审美体验
的性质。现代怀旧体现了作为一种幻想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 ,
它顺应并满足了现代人对于心灵宁静的需求 ,反映了现代精神对人类日常生
活的浸染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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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人类的一种心理机制和情绪功能 ,怀旧在本质上是没有“古

代”和“现代”之别的 ,在经验事实和美学实践的层面上 ,怀旧实际古已

有之 。比如从最宽泛的角度来看 ,回忆是一种怀旧 、远古时代先人们的

祭祖活动是一种怀旧 、历史的记载和传承是一种怀旧 、大量以过去为母

题的文学艺术创作更是怀旧。从某种意义上说 ,怀旧几乎是无时不在

和无处不在的。但问题恰恰在此。事实上 ,在怀旧尚未以一种问题意

识和问题结构的方式呈现在人类生活视野中之前 ,怀旧现象的在场同

时也意味着怀旧问题的缺无。

怀旧真正作为一个理论议题被提到研究者的议事日程上来 ,是 20

世纪中后期的事 。至此 ,不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理念 ,如对绿色食品的

需求 、服饰返古 、家居装饰自然化 、休闲娱乐田园化等 ,还是艺术家的艺

术追求 ,如摄影界的“黑白艺术” 、音乐界的老歌翻唱 、建筑界的“老房

子”系列 、文学界的“怀旧系列丛书” 、影视界的历史剧创作等 ,甚至是科

学界的考古热 、民俗学神话学的复兴 、出版业对冠以“记忆”之名的杂志

的商业炒作等等 ,这种种社会及艺术现象都证明了怀旧已不再局限于

一个个体成长中的心路历程 ,而是生成为一种社会化的 、全民性的集体

事件 ,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文化景观 。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地推动了怀

旧理论的明朗化 ,暗示出怀旧话语在人类现代时期发生了一种本质上

的拓展 ,使怀旧问题的突显首先表征为现代社会或现代性视域下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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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换句话说 ,怀旧理论的明朗化几乎是与人类对现代社会及现代性

理论研究的渐趋成熟同步进行的。不仅如此 ,在此基础上 ,在怀旧的个

体性与集体性 、怀旧的心理意义与文化功能 、怀旧的审美形态与生活形

态等多重层面的交织共生的状态中 ,现代怀旧通常又是从各种现代艺

术形态中得以表现的 ,它充分展现为艺术及审美领域内的新风尚 ,体现

了对传统艺术及美学的革新精神 ,从根本上说又是一个艺术史或美学

史上的“事件”。正是从社会文化及审美艺术这两个方面 ,怀旧深远地

影响到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

一 、何为怀旧 ?

在大多数人的心中 ,怀旧总被想象成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 ,它是某

种朦胧暧昧的 、有关过去和家园的审美情愫 ,不仅象征了人类对那些美

好的 、但却一去不复返的过往的珍视和留恋 ,还暗含了人类的某种情感

需求和精神冲动 。人们习惯于在日常经验的层面上描述怀旧 ,注重那

些触发我们怀旧情思的生活细节 ,沉迷于那种略带惆怅的“甜蜜的忧伤

感” ,比如一张古旧的唱片 ,一朵干枯了的玫瑰花 ,一间挂满了老照片的

咖啡厅 ,一段久远的故事 ,一个仿佛属于过去的人等等。在其中 ,不仅

怀旧本身的意义被避而不谈 ,而且这一意义的能指也被当作一个既成

前提 ,以致我们常常跨越对怀旧本质的界定 ,直接在类型学的意义上使

用这个词 ,如怀旧文学 、怀旧艺术 、怀旧哲学等等 ,不一而足 。然而 ,最

值得我们追问的恰恰却是 ,怀旧真的是“不言而喻”的吗 ?或者换个问

法 ,怀旧本身是可定义的吗? 是什么导致怀旧被区分为众多的不同指

涉? 在它的众多指涉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个统一连贯的语用标准 ?怀旧

的不同意义和所涉领域还有哪些? 这些不同的用法之间又是如何相互

重叠 、相互联系进而相互转化的呢 ?最后 ,怀旧与这些指涉之间是什么

关系 ?它是它们的总和吗 ?我们要对怀旧形成一个怎样的共识才能进

入怀旧的问题情境?

哲学关注怀旧的深度及怀旧的能指 ,社会学关注怀旧的广度及怀

旧的所指 ,针对不同学科 、不同视野的差异性 ,我们可以凭借怀旧所涉

领域的相互重叠以及这些相关概念的相互印证来获取对于怀旧本身的

知识 ,从中归纳出对怀旧的五点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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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怀旧必定是一种人的意识行为或心理现象 ,也即体验活动 。

这既与触发怀旧行为的具体事物无关 ,也与它可能会引起的主体的某

些生理反应无关 ,前者是怀旧产生的直接刺激源 ,而后者是怀旧意识的

次生物。也就是说 ,怀旧活动只能出现在人类的精神领域而非物质领

域内 ,比如看到书页当中夹杂着一朵干枯了的玫瑰花 ,由此产生联想 、

开始回忆 ,想到逝去的岁月 ,想到岁月中两个曾经相爱的人 ,想到一段

曾经惊心动魄的爱情 ,因而生发出对岁月无情 、爱情不再的伤感情怀 。

这里的联想和回忆是怀旧行为 ,伤感是怀旧情绪 ,而玫瑰花 、岁月 、人 、

爱情则是触发怀旧的媒介 。怀旧本质的精神性与怀旧实体的物质性并

行不悖 ,但绝不能混为一体 。或许可以这么说 ,怀旧感是一种人文精

神 ,而非自然科学精神。它的发生是难以预料的 ,几乎总以不经意的方

式“突袭”某个人;它是无须证实也无法计算的 ,就像一团雾一样潜伏在

人类意识的深层 ,等待着被各种可能性激活;它也不能用物质材料建造

起来 ,作为一种意识活动或想象活动 ,它可以是完全抽象的 。怀旧感与

自然科学求精确 、求严谨 、求客观的精神完全不同 。

其次 ,怀旧主体必定把过去当作向未来挺进的原料。正如杰拉尔

德·克瑞奇所认为的那样 ,对很多人来说怀旧意味着很多方面 ,但它基

本上是指把过去理想化和对过去的渴望 ,它还可以指一种对过去的病

理学沉迷 ,几乎建立在要取消现在的意义上 ,或单纯是一种对逝去事物

的短暂而美好的回忆(Kreyche , 1998)。在怀旧主体的思想意识中 ,过

去是基本要素和核心要素 ,过去不但远离了现在 ,而且根本就是缺席

的。尽管按照事物的本质不可能有完全适用和正确的过去 ,但怀旧主

体总是可以根据现在的需要捏造和编排过去 ,作为历史 ,过去在任何时

候都可以为人类提供现实的模型。按照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

就是:“过去总会被合法化”(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 2002:6),“过去的日

子以前被视为———今天依然如此———逝去的好时光 ,它也就成为社会

的当然归宿”(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2002:30)。过去为什么会具有如此

魅力呢 ?英国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认为 , “所记住的过去的历史价值

基于三种力量。第一……它能够并且确实提供了来自过去的有意义

的 、并且有时独一无二的信息 。其次 ,它同样能够传达个人和集体的意

识 ,这恰恰是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有甚者 ,口头资料来源的活人属

性赋予它们以独一无二的第三种力量……它正是`这种允许我们对于

历史的长期意义做出论断的历史眼光' 。”“我们正在与活的资料来源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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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道 ,恰恰因为他们是活的 ,不像经过铭刻的石头或者一捆捆纸张 ,所

以他们拥有在双向过程中与我们一起工作的能力 。迄今为止我们集中

注意的是我们能够从他们那里学到的东西”(保尔·汤普逊 , 2000:182-

183)。法国心理学家哈布瓦赫认为 , “当我们长大了以后 ,即使我们可

能觉得自身拥有足够应付的有机资源 ,但来自社会生活的利益也会以

多种方式驱使着我们 ,以至于我们要被迫限制自己 。于是 ,在我们强加

于自身的那些约束中 ,又增添了这些源自外界的约束 。我们的印象具

有了社会生活加诸的形式 ,但却以丧失部分实质作为代价 。成年人在

社会中对自然的渴望 ,在本质上就是对童年的渴望……”(莫里斯·哈布

瓦赫 , 2002:86-87)简单地说 ,在真实而准确的过去与我们对过去的印

象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跨越的鸿沟 ,过去可能只为我们留下了“主体的

一般观念 、一些多少有些特点的象征符号 、一些特别生动感人或者风趣

诙谐的事件小插曲 ,有时是对一幅版画的形象记忆 ,甚至是一页书或几

行字” ,我们的印象企图填平这道鸿沟 ,但事实上我们却发现“我们无法

在内心中从细节上再现所有这些事件 ,无法再现出与整个故事相对应

的不同部分 ,无法再现出一整套的特征 、迹象 、描述 、命题和反思”(莫里

斯·哈布瓦赫 ,2002:81),与之相反 ,我们只能以另一种较为现实的方式

重新塑造过去 ,即以对当时情境 、事态轮廓或参与人物的构想来弥补时

间的流逝对生活细节的消损 ,通过主观的想象来重新经历当时的生活 。

即使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 、已然不存在的 ,即使过去充满了苦难 ,但隔

着无法消弭的时空距离遥望过去 ,过去仍然散发着不可思议的魅力 。

这也是文学家历来关注的主题 ,就像韩少功在他的散文集里曾深情诉

说过的:

　　我们无须夸张故乡的意义 ,无须对文化的地域性积累过分地

固定。我们在不可逆的时间里远行 ,正在卷入越来越范围广阔的

文化融汇 ,但我们无论走出多么远 ,故乡也在我们血液里悄悄潜

流 ,直到有一天突然涌上我们的心头 ,使我们忍不住回头眺望。回

望故乡 ,是每一个人自我辨认的需要 ,也是远行的证明 。

记忆是不断变化的 ,生长的 ,被后来的思想和情绪悄悄删节增

添 ,永远没有定稿 ,没有最标准版本 ,我没法校对。用大师一点话

来说 ,记忆只是冒充过去 ,假冒品。我知道 ,一种儿时好吃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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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时再吃也许觉得不好吃。一种儿时有趣的图书 ,成年后也许

觉得很乏味 。其实呢 ,不是吃的和看的变了 ,是我们这些人变了 ,

是回忆过去的现在变了……我相信决不是过去的油条更好吃过去

的官僚就不贪污 ,而是因为人非往昔 ,比如说已经远远离开了过

去 ,不再亲临其境而只是远远的看客。(韩少功 ,1997:78 、145)

从本质上讲 ,这也说明怀旧就是对过去的重构和对历史的再创造 ,怀旧

的真实性不是基于时间 、地点以及人物的现实吻合 ,而是怀旧主体在经

历了一定的岁月沧桑之后所能达到的 、对过去和现在在意识层面上的

心理真实 。

总向过去汲取勇气和帮助 ,怀旧主体的情感倾向是自不待言的 ,通

常我们总认为怀旧有一定的保守性 ,但决不能依此断言怀旧就等于保

守主义。①怀旧属于一种个体的情感体验 ,且要辅以想象的帮助 ,它的

本质是审美的;而保守主义属于一种意识形态 ,有内在的逻辑和原则 ,

它的本质是政治经济的。衡量保守主义的基本准绳是超越性的道德原

则和人性面前人人平等 ,而构成怀旧体验的关键则是主体对待现实与

过去的立场 ,是传统的永恒美好。保守主义大致可以解释为传统主义

与自由主义的结合 ,它所积极针对着的是理性主义与极权主义 ,而怀旧

则是传统与认同的统一 ,它所暗含的是对已然失落的价值体系的追念

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 。保守主义认为人性是不完善的 ,乌托邦冲动不

仅不能弥合这一缺陷 ,反而会造成种种灾难 ,因此保守主义只期待一个

可以容忍的 、虽有弊端但保证秩序的 、自由的社会 ,而怀旧所要面对的

问题却是人格的不连续不完整不统一 ,虽然其乌托邦最终也是指向未

来的 ,但未来却是以完美的过去为典范的。保守主义的深意是自由 ,而

怀旧的深意则是时间 。大体上说 ,保守主义的基点在过去 ,它的理论原

则可谓“对传统的尊崇” ,而怀旧的基点在现在 ,它的直接动机多为“对

现实的不满” ,尽管“尊崇传统”与“不满现实”实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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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保守主义指的是一种“可以从历史上和社会学上加以把握的连续性 ,它在一定的社会历
史状态下产生,并在与生活史的直接联系中发展”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 “保守主义虽然

反对剧烈的社会变迁 ,但却不排斥自由民主 ,亦不无原则地`维持现状' ……而是致力于

用它的信条和标准来批评 、改进现状” 。保守主义有六点基本信条:超越性的道德秩序;
社会连续性的原则;传统的原则;审慎的原则;多样性的原则;不完善的原则(曼海姆 ,

2002;刘军宁 , 1998)。



面 ,但它们的侧重点还是不同的 ,而且这也会导致二者在理解一些共同

的主题上采取两种完全相异的方式 。怀旧与保守主义的重合之处是必

然的 ,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即便如此 ,二者也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

再次 ,怀旧不单单是一种历史感 ,还是一种价值论。作为历史感 ,

怀旧有三个基本特点:是一种“向内转”或“向后看”的意识活动方式 ,以

“过去”为其最主要的客体;通过重新唤起过去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力 ,承

担起了一定的记载传统 、延续历史的文化功能;在构建我们的日常生活

的过程中 ,体现了追寻生命源头 、发掘意识根基的动机。在这三个方

面 ,怀旧与回忆的功能是相同的。然而 ,并不是所有对过去的回忆都可

以称为怀旧 ,从总体上看 ,怀旧意识所指涉的范围比起回忆和记忆来要

小得多:回忆是在记忆背景中的一种可能性 ,是对记忆的鉴别和挑选 ,

并不一定会涉及到所有的过去;而怀旧则又是对回忆的遴选 ,它必须在

回忆的基础上辅以一定的价值取向 ,因此只涵盖到过去的领域中真正

美好的和被想象成美好的那一部分 。如果说回忆还有可能按照过去的

原样再现历史 ,那么怀旧根本就是把过去作为历史的一部分在现时中

重新现实化。怀旧的“看”不是无目的的 ,其“看到的过去”也并非完整 、

甚至未必真实 ,怀旧必定是一种有选择的 、意向性很强的 、构造性的回

忆。所谓“怀旧是一种采用了特殊的历史性事件并有选择性地重构这

些历史事件的现象”(Woolley ,1974),是对理想化的过去的选择性渴求 ,

“是对一个被净化了的传统而非历史的叙述”(Lash &Urry , 1996:247)。

回忆是无所谓美与不美的 ,而怀旧则必定是美的 ,必定建基于对现实的

否定和对过去的肯定之上 ,怀旧的亲和性也恰恰在于怀旧主体对某种

情调 、感受 、氛围和价值观的认同。

第四 ,怀旧必定是在特定情境中才能发生的 , “怀旧不是一种反历

史的永恒不变的事物 ,不是这样一种对任何时间的任何人的潜在的感

情 ,而是只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才有可能”(Tester , 1993:64)。这

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怀旧主体的特殊性。怀旧感的袭来常常是在某

个瞬间 ,但具备“突然陷入”怀旧情调中的可能性和资质 ,并且享有承受

怀旧感的能力 ,却要经过一个无意识酝酿的过程。所谓激发怀旧感的

特殊情境就是这一酝酿过程的产物 。特定情境的基本特征是“对照” ,

时间间隔 、空间差距 、价值优劣 、利益得失等都包含在其中 ,但时间 、空

间 、价值和利益的条件是不需要同时具备的 ,只要满足了其中之一就有

可能促成怀旧。或者怀旧所指向的年代与怀旧主体所处身的年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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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一个时间差 ,或者怀旧主体本身发生了物理空间的位移 ,这都会

拉大怀旧主体在对待过去和对待现实的态度上的心理距离 。从前面的

论述中我们得知 ,按照怀旧在词源学上的意义沿革 ,心理时空正是产生

怀旧的根本原因 。它不仅导致了怀旧主体的现实心态的失衡 ,还直接

影响到他们对过去与现实的价值评判 ,诱使其想当然地认为过去比现

在要好得多 ,正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失去了曾经在往昔岁月中拥有的

好东西。然而 ,怀旧之“旧”与现实之“新”是永恒相对的 ,就像失落总要

与收获相辅相成一样 ,一个人只有在经历了从旧发展到新的复杂历程 、

并且切身体会到成功与失败的双重滋味之后 ,才会抱持一种正常的怀

旧心态 ,才会将失落视为收获的必然代价 ,进而对遥远的过去产生渴念

和幻想。没有运动和变化 ,怀旧不可能产生;现代怀旧的形成最有力地

证明了现代性的特殊情境(包括社会激变 、传统失落等)的影响 。安吉

拉·麦克罗比也形容道 , “怀旧指示了一种忠实地再创过去的 、以及沉迷

于这类神话表征的欲望。怀旧也暗示了一种在某个特定时期 、在某种

装饰过的戏剧性情境下的企图”(Mcrobbie ,1994:147)。

另外 ,过去与现实 、旧与新 、收获与失落等对照是以对照双方同时

存在为前提的 ,如果在一个人的心里过去的分量极端超出现实的分量 ,

甚至过去的形态完全掩盖了现实的面目 ,怀旧是根本无从发生的 ,它也

许反会演变成具有广泛影响的革新的力量 ,以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暴

力”作用对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迁施加影响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

家伯林在分析 18世纪中后期的反启蒙思潮时就曾提到:“在 18世纪下

半叶 ,这种对非理性因素的强调 ,不管它是否与特殊的宗教信仰有关 ,

对个体 、特殊性和不可触知因素的价值的强调 ,以及求助于古老的历史

根源和悠久的习俗 ,求助于未被机智的`理性人' 的智巧所败坏的纯朴

而强健的农民的智慧 ,这些做法都有着强烈的保守和反动的意义”(伯

林 ,2002:15-16)。

由此可见 ,虽然怀旧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并非每个人都

能感受到怀旧所带来的“甜蜜的忧伤感” 。怀旧由之生成的特定情境限

定了怀旧主体必须是有过一定生活阅历的人:或者是经历过岁月的沧

桑 ,或者是承担过背井离乡的苦楚 ,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紧张和疲

惫 ,或者是遭遇到理想的受挫与幻灭等等。天真无邪的儿童不可能怀

旧 ,从未离家半步 、一直在温室中成长起来的人不可能怀旧 ,生活状态

始终如一且安于现状的人也较少怀旧 ,怀旧总是发生在那些成熟的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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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却不乏焦虑感的成年人身上 。这大概可以证明怀旧不仅仅是人们转

向过去寻求逃避的无意识冲动 ,更是成年人的一种理性化的意识行为 ,

是生命经验的一种历时比较 ,是人类个体生命成熟时的精神冲动 。

最后 ,怀旧带有审美体验的性质 ,这与我们对怀旧主体的情感体验

的定位有关。因为怀旧总是基于现实与往昔生活的对比而产生的 ,倾

向于过去就意味着对现实不满 ,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一定的心

理“伤害” , 鲁宾斯坦就认为 ,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总是要受到各种各样

的伤害 ,比如婴儿期和童年的分离 ,妇女时期必须重估过去的经验和重

新协调青春的失落和进步的关系 ,以及成年以后由于语言的错置而导

致的文化的错置或放逐。对此 ,主体所能感受到的痛的程度往往与所

经受的伤害程度有关 ,或者只是一种情绪上的失落或忧伤感 ,或者扩大

发展成一种“文化悲痛” ,也即“一个个体对失去某种集体或共同联系的

东西的反应: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文化家园 ,与一个更大的文化集团相

联系的地方 ,相关历史”(Rubenstein ,2001:6)等等。关键的是 ,无论怀旧

主体要经受怎样不同程度的伤害和痛感 ,他们都无一例外地笃信这种

“伤害”只有在过去的修复下才能重新获得完满 ,残损或被破坏了的个

体生活也才能恢复健康的状态 。这就导致怀旧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和文

化体验 ,它所指向并始终受其引导和支配的是一种完满的 、理想化的 、

美的状态 ,而怀旧行为本身在趋向这种完满状态的过程中 ,又是建基于

对现实痛感的有节制 、有限度的审美表现。不仅如此 ,怀旧作为一种精

神活动或意识活动 ,它对现实创伤的修复只能是以想象过去或构想完

美的方式来完成 ,整个怀旧活动的展开必须以想象 、联想 、情感体验或

心理观照等审美活动为奠基 ,与平庸的 、凡俗的 、琐碎的现实生活相比 ,

它带有浓烈的诗意化倾向;与真实发生的 、面面俱到的现实生活相比 ,

它又经过了主体的选择和过滤 ,带有虚构和创造的意味 。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 ,尽管怀旧行为也包含了一定的反思意识 ,但怀旧中的反思与理

性的计算 、估量或统计无关 ,它也是在某种情绪 、感悟或心理体验的过

程中以审美的方式展开 ,从而实现对现实 、过去 、自我及他人的认识和

理解 ,即便它在本质上属于理性行为 ,但它的运作方式却是完全感性化

的 ,而恰恰是这种感性化的运作方式规定了怀旧的审美属性。可以断

言 ,怀旧就是人类基于对现实痛感的弥补和调节而最终指向和谐统一

的美感体验。

这五点就是怀旧的主要内涵。我们之所以能够对怀旧的各色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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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 ,大概正是因为它们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

些内涵 ,并且与其相关的诸多事物(也即外延)已然构成了一个无限深

广的生活世界 ,它与我们的生命体验息息相关 ,对任何一个经历过岁月

荏苒的人来说都不陌生。显然 ,怀旧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

从这个意义上讲 ,怀旧也必定是一种普遍的或普适的 、无时代无阶级的

人类现象 。

二 、现代性视域下的怀旧

在现代社会里 ,每个个体的困境同时也意味着整个群体的困境 ,反

之亦然 ,因此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 ,现代怀旧已扩展为一种无处不在的

文化情怀 。这就使现代怀旧首先呈现出景观化或普泛化的特点 。在传

统社会里 ,不存在需要人类整体共同去面对或承担的重大社会问题 ,人

们的日常生活是相对独立且相对自给自足的 ,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

具体的问题要去解决 ,受限于血缘和土地的人类关系也要单纯得多 ,最

直接地困扰人类生存的问题大概就是生老病死。所以传统怀旧多表现

为“群落”的方式 ,常常是某个人或某些人 ,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中 ,因为

某些特殊的原因而怀旧 ,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局部的 、少数人的 、特异的 。

比如怀旧大多包括怀念过去和思乡两种形态 ,怀旧主体也多为在他乡

羁留的游子或具备一定人生阅历的成年人。而现代怀旧则变得非常普

泛 ,它往往是大多数人共有的一种心理体验或文化体验 。这一点导源

于现代性的流动性 、多变性 、快速化等特点 ,以及物理距离终结 ,全球

化 、“景观社会”或“拟像”世界的形成等现代性后果。物理距离的终结

使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成了一个没有边界 、也无从确认自身的方位并为

之安身立命的世界 ,就像鲍曼引证帕斯卡尔的箴言所讲到的 ,我们实际

上居住在一个奇异的怪圈中 ,它的圆心无处不在 ,而圆周却无处可寻 。

或者如米夏埃尔·贝内迪克特所说:“所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始受到

人们的质疑。我们变成了流浪者———时时刻刻互相联络的流浪者”(转

引自齐格蒙特·鲍曼 ,2001:75)。在精神层面上 ,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

的流浪者 。这为现代怀旧的社会气象奠定了基础 ,使怀旧在理论层面

上具备了必然通用于全体社会的可行性 。而全球化则在现实层面上实

现和完成了怀旧的普泛化。按照法国社会学家德波和鲍德里亚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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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当今社会已经变成了“景观社会”或“拟像的世界” ,一切都是景观或

者说一切都是拟像 ,怀旧也已演变成一个普遍的社会景观或拟像 ,遵照

景象复制或仿真的原理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地增殖 。我们或许可以这么

说 ,传统怀旧是在寻找乡愁 ,而现代怀旧却是乡愁本身 。

不仅如此 ,现代怀旧比传统怀旧所指涉的范围也更为深广了 。通

过对过去的重构和再创 ,怀旧作为一种“疗伤”或“修复”的手段 ,已经承

担起了对人类所遭受的文化伤害的文化救赎功能 ,它真正体现了作为

一种幻想文化在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化冲突 。就像基思·泰斯特所说

的:“思乡首先要求我能够构想一个家 ,对这个家 ,我是确定的或者可以

详细描述它;其次 ,我知道我没有家……这也可以被解释为界于形式认

同和生活认同 、反思性认同和具体化认同之间的一种文化冲突 。”

(Tester ,1993:66)从本质上来看 ,这种文化冲突恰恰表明怀旧就是两种

异质文化或异类文化之间的压制与反压制 、弱化与反弱化的斗争 ,具体

而言 ,即为传统文化对现代文明 、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 、自然文化对技

术文化 、本土文化对异域文化 、童年文化对成年文化 、甚至女性文化对

男性文化的斗争 。在此斗争中 ,怀旧不仅涉及到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

等细节问题 ,而且更为主要的是关涉到人的文化身份 、信仰 、生活空间 、

地位 、权力所有 、民族感等各种较为抽象的人类社会属性 ,在这方面 ,现

代怀旧显然拓宽了传统怀旧的视域 。传统怀旧所指向的客体往往是具

体的 、确定的(如故乡 、童年等),而现代怀旧则要抽象得多 ,怀旧通常是

指在物理位置的意义上家的丧失 ,但在现代社会里 ,除了这种“思乡病”

之外 ,“它还常常被用来指一种更为宽泛的统一性 ,道德确定性 ,真实的

社会关系 、自发性和表现性的丧失”(Turner , 1987 ,引自 Featherstone ,

1995:93)。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 ,怀旧是现代人的文化生存方式

之一 。

在以往的怀旧体验中 ,怀旧主体是怀旧情感的全部承担者 ,或口头

上直接抒发 、或形诸书面文字 、或在某个运动或某种思潮史上奉之为一

种理念 ,怀旧与主体之间是没有距离的 ,怀旧感的表达主要是一种“心

动”的过程 。而在现代社会里 ,随着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的高度发展 ,

我们的世界也越来越趋向于对象化 。同样是对故乡和过去的一种挪用

和占有 ,但现代人却越来越贫于依靠自我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来实现之 ,

就像詹明信所深刻认识到的 , “现代派在缅怀过去时经常是充满痛苦

的 ,原因是在当时`过去' 除了透过美感的形式以外 ,无法重现于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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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明信 ,1997:457)。换句话说 ,在现代科技的“包办”下 ,我们越来越

难以做到对过去和历史的直觉把握 ,而只能将这一切已然消逝的事物

和逐渐淡化的记忆转换成“文本” 、“形象” 、“符号” ,通过在现代语境下

的阅读或观看去接近过去 、去构建历史的真相 。在这种阅读和观看过

程中 ,不仅怀旧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而且过去 、历史和人类在文化史上

的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移 ,过去不再是“我们要复活 、保存 ,或维持

的某种静止和无生命的客体;过去本身在阅读过程中变成活跃因素 ,以

全然相异的生活模式质疑我们自己的生活模式。过去开始评判我们 ,

通过评判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构成。这时 ,历史法庭的动力出乎意料

和辩证地被颠倒过来:不是我们评判过去 ,而是过去以其他生产模式的

巨大差异来评判我们 ,让我们明白我们曾经不是 、我们不再是 、我们将

不是的一切。正是在这层意义上 ,过去对我们讲述我们自己所具有的 、

实质上的和未实现的`人的潜力' ,但是过去不是增添个人或文化知识

的教诲或消遣”(詹明信 ,1997:190-191)。

现代怀旧是充分形式化的 ,这一形式不仅阻碍了怀旧主体对怀旧

感的全盘承受 ,而且它本身作为一个中介或媒介 ,也使得部分怀旧感被

具体化和形象化了。形式由于负载了情感意义而成为“有意味的形

式” ,我们所体验到的怀旧感也已不单纯地是从我们自身出发而来的某

种感情了 ,它是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激活 ,往往取决于怀旧客体所

包孕的怀旧感以怎样的面目呈现于我们的眼前。从根本上讲 ,这是一

种由客及主的怀旧 ,也是一种被怀旧主体 、客体 、怀旧形式 ,甚至包括怀

旧行为本身所共同负担的一种怀旧 。形式化的例子在当今社会比比皆

是 ,比如古物收藏 、博物馆艺术 、老照片 、老房子 、老城市 、旧歌翻唱 、历

史题材的影视创作的流行 ,还包括服饰界以“唐装”为代表的返古倾向

和本土热等等 ,都是如此 。怀念 50年代那种充满温情的小资情调 ,是

从邓丽君的歌开始;喜欢上尽展女性妩媚的 、古色古香的旗袍 ,是从张

曼玉主演的《花样年华》开始;对历代的王朝更替 、深宫秘史 、将相侯臣

开始感兴趣 ,是从《康熙大帝》 、《雍正王朝》 、《戏说乾隆》 、《荆轲刺秦王》

等影视剧开始 ,旅游寻根热 ,是从家族史学 、家谱学和大量介绍异域风

情的景观书系的上市开始……如此我们几可断言 ,大多怀旧的盛行都

离不开形式媒介的功劳。

在现代社会的视觉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 ,现代怀旧形式化的一个

主要表现就是视觉形式化 。我们知道 ,相对于文字表达而言 ,图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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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直观和简化的 。因为语言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是高度抽象的 ,读

者在阅读过程中对文字意义和文学情境的体认必须要靠想象 ,因此 ,在

现实意识中复活过去的可能性和程度就要取决于读者的人生阅历 、生

活经验 、知识背景等多种因素。而具体形象则可以快捷地把过去和现

实粘合在一起 ,在轻松观看图像的同时 ,观者无须经过想象就可以体会

到对时间(也即历史)的占有的快感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视觉符

号(广告 、影视 、建筑 、摄影等),也充满了视觉符号的制造者(广告人 、影

视制作人 、设计师 、摄影师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所言:

“我相信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 ,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 ,这是

千真万确的事实”(丹尼尔·贝尔 ,1989:156)。这说明“看”成了人们接

触世界的主要手段 ,也意味着一个“读图时代”或“观像时代”的到来 。

在此世界中 ,怀旧逐渐从“心动”转变到了“眼动” ,怀旧变得越来越快

捷 ,也越来越普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 ,现代怀旧区别于传统怀旧的最独特的地方在

于前者可转化为一种商品 ,成为一种关于过去(黄金岁月)的工业文化 。

这是消费社会的必然产物 。鲍德里亚把当今社会称为“消费社会” ,认

为在这种社会形态下 ,一个事物的价值大小不是由其使用价值而是由

其交换价值来决定的 ,这就导致事物自身的有用性远不如它的可赏析

性和可接受性重要。怀旧之所以能在当下社会成为一种流行的精神时

尚 ,正是因为它顺应并满足了现代人对于心灵宁静的需要 。就像罗伯

森所精辟论述的 , “显然 ,20世纪后期的乡愁是与消费至上主义密切联

系在一起的……现在有着对乡愁的明确需求 ,当然也存在着对乡愁的

大量供应”(罗兰·罗伯森 ,2000:228)。现代社会供应给我们多种多样

的怀旧客体 ,或者是现实之物 ,或者是拟像或景观 ,甚至是空洞无物 、但

却表征意义的符号或符码 ,对我们而言 ,消费这些形象 、符号或信息就

等于消费我们心中的宁静 ,与外界产生的距离或对真象的强烈影射不

仅不会损害或削弱这种宁静 ,反而只能更加巩固它。这大概也是罗伯

森所说的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可以“存心怀旧”的便利吧。比如说 ,如果

1997年山东画报社首次推出“老照片”是开启摄影界怀旧风气的先河 ,

那么从那以后推出的“老房子” 、“老城市”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老日

子”等一系列“照片本” ,就是怀旧工业的鲜明体现 。因为经过摄像机和

观者的眼睛过滤之后 ,照片以及照片所表现出来的怀旧感已经变成了

一种商品 ,其编辑者和出版商完全可以顺应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 ,以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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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感在这种文化活动过程中的“含金量”为原则 ,通过不断地推出“老”

的系列 ,营造一种普遍的怀旧氛围 ,从而增强观者的怀旧情绪或者使越

来越多的社会大众产生怀旧的渴望 。而接踵而来的“怀旧金曲” 、“怀旧

电影” 、“怀旧书系”的流行则更确证了现代怀旧的产业性或商品化。

现代怀旧的这几个特性之间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相互生成和

制约的关系。在由此编织的怀旧之网中 ,现代性不单单是怀旧的外部

环境和生成背景 ,它也已经渗透到了怀旧的每种形态 、每个过程和每个

相关细节中 ,切切实实地成了怀旧的一部分。

按照美国社会学家罗伯森的说法 ,研究怀旧问题可以有两条路径:

一是考查“关于乡愁的理论”(the theory of nostalgia),“关注的是对怀旧

的理解” ,一是探究“怀乡理论”(nostalgic theory),“与受怀旧限定的理论

(和研究)有关”(罗兰·罗伯森 , 2000:209)。罗伯森本人的研究是沿袭

第一条思路的 ,事实上目前英语学界对怀旧的研究大多都沿袭前者 ,它

关注怀旧的发生机制 、社会效应及其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塑造和影响 ,还

包括了怀旧的心理学研究 、社会学研究 、历史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等。相

对于把理论焦点放在怀旧的词源学考证 、意义沿革 、怀旧的本质学和形

态学探讨的“怀乡理论”而言 , “关于乡愁的理论”研究显然要发达得多 。

这两种研究理路相互弥补 、相互支撑 ,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第一 ,它的

现实感很强 ,理论探讨有鲜明的针对性;第二 ,所涉范围相当广泛 ,甚至

涵括了修辞学 、语用学 、女性主义等多种看似毫不相干的学科;第三 ,对

怀旧的外围研究比较充分 ,尤其在社会学研究方面已建构了一个系统

化的问题情境。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 ,由于研究者生

活时代的限制 ,现有理论较少突出关注现代性的视域 ,对怀旧在现代社

会的新发展新气象缺乏观照;其次 ,外围研究并不能取代内部因素及本

质属性的探讨 ,第二种研究模式的落后就是明证 ,而审美作为怀旧(尤

其是现代怀旧)最不可忽视的特征恰恰是怀旧研究中最为滞后和欠缺

的环节;第三 ,对怀旧的社会学关注也极易使怀旧研究蜕变为肤浅的现

象解读 ,而忽略怀旧景观所蕴涵的哲学深意 ,造成怀旧理论的单薄和

武断 。

怀旧是个人皆可谈的话题 ,也异常复杂和丰富 ,由于前者 ,怀旧研

究极易流于浅显;由于后者 ,怀旧研究又极易陷入片面和简单化的误

区。我们寄希望于通过研究怀旧话语 ,通过在现代性的宏观视域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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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挖掘怀旧的现实必然性和审美可能性 ,来探讨怀旧何以能够深刻地

影响现代人的现实生存并决定其意义归属;怀旧的价值目的是什么以

及这一目的是否能够实现;怀旧所蕴涵和折射出来的现代生活实质是

什么;当我们穿越感性的和审美的怀旧表象去探视现代历史这个庞杂

而暧昧的存在时 ,现代性及现代精神究竟以怎样的方式浸染和改变了

人们的日常生活 。以怀旧为切入点 ,也许我们可以更亲切 、更有效地深

究处身于现代社会史进程中的现代人的心路历程 ,对人类的精神史研

究提供多种视角和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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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of formal vs.substantive rationality in his typology of social actions.Under
the framework of his typology , he is unable to perceive the continuous influenc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s(Western and non-Western)on the progress of modernity in the West

and elsewhere , as well as the coexistence of formal and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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