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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记忆结构的
关系型记忆与义务型记忆

———知青集体记忆的文化维度

刘亚秋

提要：本文通过对知青群体回忆内容的梳理，归纳出知青集体记忆中的
一些结构性特征，进而提出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的概念。 具体而言，关
系型记忆是指知青的回忆内容多受到“关系”的规制；“关系”往往是触发其
历史回忆的关键节点，促成了知青回忆的主流特征。 义务型记忆是通过特定
类型知青的“忏悔”记忆归纳出来的；一些知青对过失的讲述并不是出于某
种兴致，而是来自文化的压力，即来自社会中善必然受到鼓励、恶必然受到惩
罚的观念。 而关系和义务这两种记忆的结构性特征也是依赖于特定文化结
构的，例如关系型记忆背后的文化结构包含着“以和为贵”“推己及人”的思
想，义务型记忆背后的文化结构在本文中则主要指向“报”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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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社会学界对于记忆的研究往往是在访谈资料的基础上，归纳

出一些记忆特征，如方慧容（２００１）的“无事件境”研究、郭于华（２００３）
对骥村女性记忆特征的描述、王汉生等（２００６）对知青集体记忆特点的

归纳，等等。 但较少有研究能进一步追问记忆结构问题。
所谓记忆结构，也可称之为记忆的社会结构。 这一概念意味着，人

们的回忆过程并不完全随个人所愿，在特定社会中，总会有一股力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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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导着人们朝向特定的方向去回忆，这类社会力导致人们的回忆带

有某种结构性特征。 尽管与客观的社会结构有所差别，但它对现实的

限制或促发之力并不逊色。
哈布瓦赫（Ｍａｕｒｉｃｅ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集体记忆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论”

暗示了记忆的结构性特征，即记忆的再现更多受制于社会中的各种关

系，个体记忆受制于特定群体结构（哈布瓦赫，２００２）。 扬·阿斯曼

（Ｊａｎ Ａｓｓｍａｎｎ）认为，任何社会特定的文化特征都对该社会具有不同的

“历史发生器”有决定作用（阿斯曼，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所谓历史发生器，指
人们在表达过去时的主要特征，而表达本身就意味着在没有形式和结

构的东西中植入一种形式和结构。 阿斯曼认为，不同文化中植入的形

式和结构是不同的。 对于古埃及和基督教社会而言，被回忆起的历史

是不同的。 前者存在着一种循环的时间概念，后者则呈现为一种线性

时间观。 在基督教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由罪责文化引发的历史发生器

（阿斯曼，２００７：３８）。 那么，在中国社会，人们对于过去的记忆具有怎

样的特征，它的历史发生器是什么？ 其中又体现了怎样的社会观念？
本文试图通过对知青集体记忆中的结构性特征的探寻，来部分回应上

述问题。
本研究中的记忆结构涉及两个要素———“关系”和“义务”。 它们

分别对应于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背后便是相应的文化结构。 前

者是从普遍出现于知青群体中的温暖叙事归纳出来的记忆类型，背后

有“推己及人”“以和为贵”的文化因素；后者指向部分知青针对自己的

罪责而进行的一种坦诚错误的叙事行为，这种记忆反映了一种来自于

内化于心的文化压力机制的“义务”型特征，即错了就要承担过错；其
中一种说法来自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报”的思想。

本研究主要以“老三届”知青的回忆文本为案例，试图通过知青的

回忆内容来初步讨论记忆结构这一理论问题。 以往对知青集体记忆的

讨论多关注的是集体记忆特征的归纳，如对知青苦难记忆特征的探究，
并从社会变迁以及知青集体权力的角度去探究其形成原因（刘亚秋，
２００３），而对于其中的文化因素缺乏进一步的思考。

在社会学领域，自 １９７９ 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学者们较多关注

社会学的“科学”特征，对于其“人文”特征缺乏关注。 费孝通认为，对人

的精神世界的探究，构成社会学人文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若忽略

了这一层面，则无法真正理解社会的存在和运行。 同时，又由于它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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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部分，应基于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目前尚无定

论，但对其探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费孝通，２００３）。 笔者认为，对社会记

忆结构的探索，构成了社会学探索人的 “精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文献回顾

已有关于记忆的社会因素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两个较为鲜明的脉

络。 其一是记忆的权力观。 自二战以后，有关记忆的研究，尤其是对有

关国家记忆与社会关系的案例的讨论，多以权力观作为入手点。 其典

型的观点是决定记忆与遗忘的关键因素是权力的作用，例如郭于华曾

提出：我们记不住，是因为有人不让我们记住（郭于华，２０１８）。 这一记

忆的权力观是记忆研究的主流范式。 其二是记忆研究的文化维度。 其

典型的观点如阿斯曼所言，不同文化模式 ／结构下人们的记忆是有差异

的（阿斯曼，２００７）。

（一）记忆的权力观

记忆的权力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认为是权力的控制导致了社会的记忆或遗忘。 如郭于华曾

指出，历史并不是一个现成的等待人们去发现的东西，而是一个建构的

过程；这个建构的过程是由权力来控制的（郭于华，２０１８）。
第二，强调权力控制人们的记忆后会引发不良的社会后果。 李猛

在有关口述史研究的反思中提及了反遗忘技术（李猛，１９９７）。 我们可

以由此引申———人们的头脑中不仅发生了遗忘，而且出现了对遗忘的

无情的掩饰和装饰。 海伦娜讨论了通过暴力手段进行的社会遗忘及其

社会后果，如南非种族隔离政策便表现为对人们的身体和心智造成伤

害，危及人们思考过去历史的基本能力（Ｈｅｌｅｎａ，２０００）。
第三，通过批判国家权力制造遗忘，试图找出一条救赎之路。 本雅

明指出，一切文明都伴随着野蛮行径，当务之急是质疑每一个优胜者的

统治，解放被践踏的历史记忆（参见弗莱切，２００９：１６１ － ２１４）。 但是这

里存在一个悖论，即德里达所谓的“双重束缚”：一方面，我们对于那些

赋予我们丰厚遗产的前辈以及那些历史受难者心存感激；另一方面，为
了获得纯粹的赠予，我们又不得不背信弃义。 也就是说，不仅统治者实

２７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０． ２



施了野蛮行为，而且大多数人都是野蛮行为的受益者（弗莱切，２００９：
２１６ － ２４４）。

（二）记忆的文化观

记忆的文化观认为，记忆的再现取决于内在于社会的文化结构，①

文化结构源于特定社会中的文化要素 ／特征。 经典记忆理论如哈布瓦

赫的社会建构论认为，处于现在处境中的人们，会因为现在的社会框

架 ／利益而牺牲（或部分牺牲）过去的社会框架，这就是选择记忆发生

的原因。 而所谓社会框架，在他的阐述中也表现为一种传统的社会与

文化的作用（参见刘亚秋，２０１７；哈布瓦赫，２００２：２２０）。 尼古拉斯·拉

塞尔（Ｎｉｃｏｌａｓ Ｒｕｓｓｅｌｌ）提及记忆背后的社会意涵。 从拉塞尔的讨论中

可以看到，记忆的根基被认为是文化问题（Ｒｕｓｓｅｌｌ，２００６：７９２ － ８０４）。
阿斯曼的记忆研究就是一个典范，他对古代埃及的记忆研究展现的是

一种文化的记忆 ／遗忘（观）（阿斯曼，２００７）。
回忆与遗忘问题的根基存在于各种文化、体制中。 在很大程度上，

回忆 ／遗忘最终是一种文化行为，因为无论是记忆还是遗忘，都以一种

特定的文化法则作为背景，是一种沟通历史和表达过去的表征。
文化维度对于记忆研究而言十分重要，但往往被当代记忆研究者

忽视，例如对中国记忆研究颇有影响的保罗·康纳顿（Ｐａｕｌ Ｃｏｎｎｅｒｔｏｎ）
便是如此。 康纳顿将记忆问题转变为对纪念仪式和身体习惯的讨论

（康纳顿，２０００），这种将记忆形式化的做法，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对记忆

和文化的研究。 拉塞尔指出，保罗·康纳顿多停留于对“操演”记忆的

表面关注，如他注意到法国现代早期的礼节、仪式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

穿着，却没有涉及记忆背后的社会思想意涵（Ｒｕｓｓｅｌｌ，２００６）。 而在西

方社会思想史中，对记忆的内在思想的考察恰是一个核心关注点。
对于中国的记忆现象的解释，也需要借鉴文化维度的视角，因为只

有通过对特定文化的考察，才能深入理解特定社会的记忆现象。

（三）中国记忆研究及其局限

在关于中国社会的记忆研究中，权力观占据了主流地位。 一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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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记忆研究主要是在权力脉络下展开的。 如郭于华通过梳理骥村农

业合作化时期女性记忆内容和特点发现，宏大的社会工程对女性生存

状态与精神状态进行了重新建构。 她认为，女性在承受生命中巨大苦

难的同时所感觉到的精神快乐正是建立在既是认识又是“误识”基础

上的“符号权力”治理功效的体现。 通过农村女性的口述，她将农村的

日常生活和国家的治理模式之间建立起勾连（郭于华，２００３）。
景军对苦难记忆的研究涉及两个主题，一是涉及人类的苦难，包括

个人经历的痛苦记忆、社区遭受的挫败以及记忆；二是人们对苦难经历

的处理，以及在经济萧条、文化传承等不断受阻后的乡土重建。 他的研

究也将权力与记忆的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景军，２０１３）。
不过，多数研究都从权力角度来解读记忆行为，相对弱化了文化维

度的解释。 用权力观阐释记忆或遗忘存在一个弊端，就是忽视了不同

文化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对于记忆的深层影响。 因为权力观的视角较为

单一，且有些讨论基本不涉及文化特征，所以我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认

为，很多类似研究的潜在假设是认为所有的文化都是同质的。 在这一

潜在假设的影响下，即便有些研究对文化问题有所涉及，其对文化维度

的诠释也显得薄弱。
郭于华在讨论记忆的建构与遗忘之间的关系时提出，权力是遗忘

发生的机制。 她指出，历史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但这个建构过程是由权

力来控制的；由权力再建构的记忆过程，就是一种遗忘的过程（郭于

华，２０１８）。 她提出了各种权力运作导致我们对普通人和遇难者的声

音关注甚少。 郭于华对历史受难者的反思方式与本雅明等人的反思是

类似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潜藏着如下的假设：似乎只要记住了小人

物，记住了受难者，遗忘的情况就会改善一些。 但是，她的理论不能解

释以下问题：尽管在口述史中，人们可以倾听到普通人或底层的声音，
可以见到受难者的形象，甚至可以挖掘属于他们的主体性，从而“拯
救”底层的失语状态，改善他们被遗忘的状态，但即便这些由普通人讲

述的口述史很大程度上赋予了讲述者自主性，我们仍会发现，这群人也

在不断地发生遗忘。 除了权力的因素，文化也在这些或主动或被动的

遗忘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因此，有必要从文化的角度对记

忆 ／遗忘现象做出更为全面的阐释。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试图从文化角度阐述社会记忆问题，

并对知青群体的记忆结构进行初步探索，以推进对中国社会记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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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维度的思考。
诚然，特定社会的记忆现象很多时候是权力与文化共同作用的结

果。 本文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既有的记忆研究中权力视角过于主流，
以致经常掩盖了文化的作用。 本文在讨论知青群体的记忆结构时，着
力突出了记忆中的文化问题。 但需要指出的是，对文化维度的强调和

肯定并不意味着否认记忆的权力作用维度。

三、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

本文的案例来自笔者收集的知青文献资料和对知青的访谈。 其

中，文献资料类型较多，有知青回忆录、其他来源的知青访谈，还包括梁

晓声的小说《知青》以及由其编剧、于 ２０１２ 年在央视一台黄金剧场播

出的同名电视剧及其网络民族志。 本文涉及的田野访谈分为两个阶

段：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２ 年笔者参与的王汉生教授主持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知

青生命历程”课题组对近 ２０ 名知青的访谈；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笔者对 ２０
余名知青的访谈。 接受访谈的主体为北京的“老三届”知青。 这一群

体的特点是较为广泛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

运动”。 他们对这一时期的回忆和述说构成了本文讨论的“忏悔说”的
资料基础。

通过资料梳理，本文发现知青的记忆话语中有两类尤其值得关注

的结构性记忆：其一为关系型记忆，其二为义务型记忆。 二者对于解释

知青群体的记忆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系型记忆

所谓关系型记忆，在这里指为了维系既有的社会关系与平衡各种

利益关系，即便过去经历了各种苦痛，人们还是多倾向于记取过去的积

极因素。 在知青回忆的资料中，“温暖叙事模式”和“抱团取暖”概念很

能表现这一关系型记忆的特点和内涵。
１． 温暖记忆及其内在逻辑

老鬼在写作《我的母亲杨沫》时试图将一些历史进行如实记叙，但
遭到哥哥的反对。 他哥哥认为，对于母亲的缺点不应该再如实写作而

应该省略，要多写母亲的优点。 老鬼认为，他哥哥的记忆模式是“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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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而他自己的则是“反思模式”（老鬼，２０１１）。 本文认为，对于知

青历史的记忆也存在温暖模式和反思模式之分。
通过阅读知青的回忆录和知青访谈资料，本文发现，在知青的回忆

内容中，较为典型地存在以下两方面的“温暖记忆”类型：首先是知青

之间的互助。 这方面的记忆多来自知青们在下乡地的互助，但这一记

忆类型忽视或弱化了当年知青们之间的矛盾，如为争取返城指标而进

行的竞争。 其次是老乡与知青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一记忆类型相对弱

化了知青与老乡之间的冲突，如较为常见的由于知青分食老乡粮食而

引发老乡不满、有些男知青在农村因为过分饥饿而偷吃老乡养的鸡等

现象。 在上述两类温暖模式的回忆中，“人性善”常成为知青讲述的主

要内容。 而所谓人性善的问题，也是有知青身份的作家梁晓声（２０１２）
其小说《知青》和同名电视剧表达的主题。 那么，这一温暖记忆模式的

主要逻辑和表现是什么？
（１）从人性温暖上升为人性光辉。 将“人性温暖”与“人性光辉”

勾连凸显了温暖叙事模式的社会意义。 也就是说，存在一种将知青讲

述的“人性温暖”上升为一种所谓的“人性的光辉”的话语模式，以此抑

制过去的伤痛记忆。
“人性的光辉”是笔者在知青访谈中得到的词汇，在这里指知青们

认为，在“文革”的极端氛围中，人们或者不参与作恶，或者即便参与了

也仍是心怀怜悯的同情者；同时，他们基本将不作恶或作恶程度不严重

归为家庭长辈尤其是母亲的作用（访谈资料 ＤＸＣ，２０１５；ＬＢ，２０１５）。 在

很多知青的讲述中，这时家庭中的男性家长基本是被革命的对象，至少

在一段时间内如此。
首先，“人性的温暖” 是“人性的光辉” 的基础。 以下是梁晓声

（２０１２）小说《知青》扉页中出现的段落：

人不但无法选择家庭出身，
更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
但无论这两点对人多么不利，
人仍有选择自己人性坐标的可能，哪怕选择余地很小很小。
于是，后人会从史性文化中发现，
即使在寒冬般的年代，竟也有人性的温暖存在，
而那，正是社会终究要进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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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在接受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栏目采访时，提到了“人
性的温暖”一词。 他说，别人在下乡生活中经历了很多坎坷，日后更多

记住了心酸（这种判断来自知青网友对他编剧的电视剧《知青》的批

评），但“很奇怪，我记住的都是一些很温暖的事情”。 他还以个人的亲

身经历诠释了“人性温暖”的丰富内涵。 他的结论是：在“文革”那个看

起来很不好的岁月中，他却在影响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很多好

人（梁晓声，２０１５）。
梁晓声在之前说过，如果将当年某些极凶恶的红卫兵比作历史罪

人，其实并不夸张，一点儿也不算耸人听闻。 但他在这里深信人道主义

可以医治、对抗这种“罪恶”。 他从雨果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这

种强大的人道主义。 他反复提及“人性的温暖”，在他的这种语境 ／逻
辑中是可以得到解释的。

其次，“人性的光辉”是“人性的温暖”的升华。 上述“人性的温

暖”在许多知青的日后讲述中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被认为可以

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如可以减缓参与者的残暴。 在“人性”黯淡无光、
被否定的时代，一些人所表现出来的人性如同光辉一样，常留在一些知

青的心底。
“人性的光辉”不仅指人性中善良的一面，还包含了一些知青提及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如报恩、对长辈有礼等）所发挥的作用。 这些要素

是通过家庭传递的，而家里的长辈往往是母亲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这种原有文化的惯性，还包含父母对子女的宽容和爱意。 在很大

程度上，它是与当时的革命话语有着巨大差异的另一套话语体系。 据

知青 ＤＸＣ 的分析，即便“文革”中家庭是被“革命”了的，但家庭的温情

不仅存在，而且对“革命”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 当时 ＤＸＣ 因为看到

父亲的单位贴了父亲的大字报，试图和父亲划清界限。 当天晚上，母亲

和他的一番对话让他认识到父亲的问题并不是严重的问题（访谈资料

ＤＣＸ，２０１５）。
在众多有关“文革”的回忆中，有人提出可以用“平凡的善”来对抗

平庸的恶（陆晓娅，２０１４），也因此，这一“平凡的善”具有了更大的意

义，类似普通日子的“人性温暖”转而成为了人性的光辉。 这一模式与

梁晓声的人性叙事模式是类似的，梁晓声也是在温暖模式的层面寻求

非常时代的“人性温暖”的行为。 而这些因素在当时也确实是存在的，
不过这一温暖模式的限度在于无法完成一种反思性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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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被迫害到感谢。 那么温暖模式还有哪些重要的逻辑？ 在对

资料的分析中，笔者发现存在一种“从被迫害到感谢”的逻辑。 这种逻

辑在知青群体中是较为普遍的。 在笔者读到的回忆录以及访谈中多有

这样的表述。
例如，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的知青陈岩平记叙的一位女知

青就是“从被迫害到感谢”逻辑的典型代表。 她在北大荒被打成“现行

反革命”时刚满 ２０ 岁，同学们与她划清界限，家里人也没有写信问候。
在一个陌生的社会里，她每天都被监督改造，干最累、最脏的活。 她甚

至失去了生存的勇气。 在这种处境中，日后占据她内心的却是“北大

荒人”的温暖。 如在被监管劳动的情况下，居然有老职工“从容得像跟

熟人一样朝她打招呼”，她因此泪流满面。 严冬时节，她给职工家里送

水，经常被叫进屋去暖和一下，还得到了美食（如白糖、粘豆包甚至饺

子等）款待。 “现行反革命”的经历，反而让她体会到了“北大荒人的洁

白无瑕的心”（义昕，１９９０：１３ － １５）。
这是一种典型的“从被迫害到感谢”逻辑的演绎。 其逻辑发生的

基本原因在于“转移”和“替换”，将对事情的记叙重点由迫害者转为帮

助者，被迫害的经历因此被淡化。 在这种逻辑下，她得到的另外一些人

的帮助成为记忆中的重点，也成为温暖记忆的动力。 显然，这是一种非

常保守的记忆模式———被迫害的经历和记忆被抹去 ／淡化，被帮助的经

历被记忆 ／升华。
对于一些知青而言，这种“从被迫害到感谢”的逻辑还典型地表现

在他们下乡之后吃苦、回城后努力总结下乡的积极意义的行为。
（３）沉浸于现实关系中的温暖记忆类型。 在研究中，笔者发现普

通人的记忆更加缺乏自觉性 ／反思性，他们更容易受文化惯性的影响，
如我们访谈的 ＣＸＺ 等人。 处于社会下层的知青所持的是更加缺乏反

思的保守型记忆。

我在连队几乎待到最后才返城，但也没有什么。 现在想起来

过去都是快乐的事情，想着当地的人对自己挺好。 还有就是当年

自己与连队的人虽没有什么交流，但是日后再见面时特别亲，甚至

比亲兄弟姐妹还亲。
回城后到街道工厂，当时主任对自己特别不好。 而我的技术

是过硬的，后来就不干了。 还吃过低保。 近几年，好像厂长也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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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个主任了，主任让我去给说情去。 这样我也去了，不计前嫌。
后来主任几次让我回去再干，我都拒绝了……对过去不愉快的事

情不去想了，就想别人的好。 即便别人对我不好，也要想到他的

好。 （访谈资料 ＣＸＺ，２０１５）

ＣＸＺ 拿过低保，住在通过拆迁得来的半地下房间，但她回忆的下

乡生活都是正面的。 她对目前的生活是满意的，甚至偶尔还会去境外

旅游。
从她的讲述来看，下乡生活对她的影响是坚持要有“一颗为别人

着想的心”。 她的知青朋友较多，近年来她的返乡行动比较积极，与当

地老乡之间有着良好的互动。 总体上，对于她来讲，当年下乡后和返城

后艰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了。 现在，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她以一些佛教的

理念来鼓励自己，认为要从自身找原因，并立志做一个脾气好、温和、健
康的人。 她的记忆是一种典型的保守型特征，属于沉浸于现实关系中

的记忆类型。
２． 温暖记忆模式得以形成的原因

那么，温暖记忆模式何以形成？ “老三届”知青的经历是与“文革”
相伴而行的，对于这一时期的知青而言，十年“文革”往往也意味着近

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知青经历。 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

知青的下乡是“被迫”的；此外，无论是否具有红卫兵身份，下乡前大部

分知青都有参与红卫兵运动的经历，在几乎无人能逃的历史境遇中，他
们或主动或被动地裹挟在这一历史洪流中。 有些人曾经是施害者，有
些人是受害者，有些人则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那么，在过去那并不

美好的经历中，怎样才能将回忆转化为温暖叙事？
（１）避谈或忽略受害经历。 一些亲历者避谈受害的经历，甚至还

有人与迫害者保持着相对“良好”的关系。 笔者访谈的一些知青不爱

提当年的伤痛经历，无论整人者还是被整者都是如此。 如笔者访谈的

曾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下乡的北京女知青 ＳＦＹ，在访谈员的多次追问

下，才提到当年在插队时遇到的最烦的事情是“搞运动、挨整”（访谈资

料 ＳＦＹ，２００１）。
对于过去这一最令她烦恼的事情，她不愿意多提。 从种种显露出

的迹象来看，知青们在这次被整过程中的遭遇是“惨烈”的，有女知青

试图喝“敌敌畏”自杀。 但是，在她看来，他们目前已经克服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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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被整过的人精神状态很好”。 即便是那位喝过“敌敌畏”的
女同学，“也都缓过来了”，甚至更加出色———２００１ 年时已经是一所中

学的校长。 ＳＦＹ 认为，在事发几年后，尤其在“林彪事件”后，觉得“这
也不是什么事”。

看起来，她不是与过去整自己的人和解，而是与过去的历史和解

了。 因为“到了后几年”，随着时间流逝，历史情境发生变化，于是所有

发生的苦难都变成“也不是什么事”了。 人们由此与过去的痛苦和

解———ＳＦＹ 甚至与过去整自己的指导员关系还不错。 但不能否认的

是，在 ＳＦＹ 的下乡经历中，这段被整的经历是令她“最烦恼”的事情，也
是让她受到打击最大的事情，这种苦超越了劳动时遭受的种种身体层

面的伤痛。
（２）个人间的恩怨源于非人格化的运动。 ２０１２ 年的电视剧《知

青》中，孙敬文和齐勇一家恩怨化解时的对话传达出这样一种逻辑：
“文革”中的运动使得迫害者和受害者都成为受害者，这是和解的社会

基础。 而受害者的真正迫害者（即迫害的源头）是一种非人的存在，是
“那场运动”。 因此，似乎无需具体的人为迫害行为负具体的责任。 此

外，对于受害者的劝解还出现了民间的一些逻辑，如“冤冤相报何时

了”等。
这一逻辑在日后已经公开发表的知青讲述中也较为常见，即无论

迫害者还是受害者，对于“文革”时期出现的悲剧，具体的个人都可以

“时代的错误”为由，在此之后讲述者似乎就可以释怀了。 这种和解逻

辑决定了日后知青回忆中有关个人间的关系甚至恩怨都以温暖回忆模

式为主流。
（３）集体记忆压抑个体记忆。 这一温暖叙事模式的存续还受到既

有的知青聚会和回忆录的“撰写”行为的影响，这些聚会和行为作为集

体记忆对个体记忆有所压抑，而个体知青在这类集体记忆模式下多有

“妥协”。 例如，知青 ＣＹＦ 在回忆中面临的困境是如何在一本回忆录中

不突出自己的伤痛回忆？ 权衡过后，她选择了在内蒙古插队时被同村

“大哥大嫂”善待的记忆。 她给我看了她所在农村插队知青的一本未

正式出版的回忆录，里面记录了她写的关于“大哥大嫂”的文本。 她讲

述了自己回忆的困境：“我怎么写下乡生活？ 在那里，我同时受到了同

插伙伴和一些老乡的批判，这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她甚至被“逼”嫁
给农民。 事实上，她的“大哥”也参与了对她的“逼嫁”事件，她最后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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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大哥”的叔伯弟弟（访谈资料 ＣＹＦ，２００１，２０１３）。 我们猜想，“大
哥”做人整体上比较正直，这是她建构记忆中“大哥”正面形象的动因

之一。 而她建构过去记忆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她难以忘记过去的伤

痛；另一方面，嫁给农民的她目前还保持着与插队所在地的密切关系，
同时，与插队同学也还在处于密切联系中。 在这种情况下权衡利弊后，
她自觉选择了过去的温暖因素，而压抑了自我伤痛的表达。

３． 关系型记忆的提出及初步解读

温暖叙事基本都是关系取向的，即以营造现实的关系为取向。 因

此，我们在对温暖记忆进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关系记忆的类型。
关系型记忆立足于现实的各种关系，是朝向“现在”而不是朝向“过去”
的记忆类型。 例如，ＣＹＦ 为维系当下现实中与当地老乡和插队同伴之

间的关系，压抑了自己的伤痛记忆，而选择了温暖记忆模式。 在记忆理

论中，它与哈布瓦赫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与本雅明

的“记忆的承诺” （参见费莱切，２００９）是相反的方向。 社会建构论认

为，现在的社会框架（在这里指群体间的关系）对于过去的回忆起主导

作用，过去的社会框架（在这里表现为伤痛与不和谐的矛盾）则起次要

的作用。 它是朝向“现在”的记忆理论。 而本雅明的“记忆的承诺”则
认为，对“过去”死难者的追忆是一项必要的理论工作，即在对过去的

建构中不能因现实的利益而牺牲过去的真实。 本雅明批判的是胜利者

的哲学，他的记忆理论是朝向“过去”的。
一般而言，朝向“现在”的记忆类型往往被批评为缺乏反思性，如

对上述的温暖记忆类型以及由此生发的关系记忆类型的批评。 许子东

在讨论《血色黄昏》的“文革”叙事时提及，老鬼曾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

回忆在兵团被打成“反革命”的经历。 其中较为经典的一段话来自作

风正派的连长对老鬼被整的真正原因的分析：“我看有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是你群众关系太差。 除了摔跤，从不关心别人。 表面上，你好像

很强，把王连高打得喊爹喊娘，其实你弱着哩！ 因为你没群众，谁都团

结不了。 要是你能在群众中站得住，有威信，那就不好打倒啰，你说是

不是？”（老鬼，２０１０：４４４）
许子东深感此种归因大有不足，并对这种文化做出批判。 他反诘

道：“怎么，难道人的个性自由的权利，就只存在于与旁人的感情关系

中吗？ 一个人有没有罪，最终不依据法律而只取决于世俗人伦关系吗？
如果一个人将其全部生命放在与旁人搞好感情关系上，最后他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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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会扭曲变形？ 如果一个民族中的每一个人都这样扭曲自己以求不

犯罪，那么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又将会怎么样？”他反思了这样一种现

实：个性以及不善搞好世俗人伦关系是一些人遭受苦难的重要原因，甚
至比政治原因更为重要（许子东，２０１１：２５０）。

许子东的思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若将老鬼等的思维方式仅

仅作为“国民劣根性”去批判，显然是存在局限的。 在前文提及的知青

回忆中多有温暖因素，它对于既有体制弊端的反思确实是不足的，但它

可能也是我们社会得以维系的一个根基所在。 笔者之所以在这一层面

概括这种关系取向的记忆，在于它可以促成一种社群精神。 虽然老鬼

的个人自传反思了他不重视关系所引发的不利社会后果，而这种关系

取向的记忆一般情况下会形成一种温暖模式的记忆类型，以及一种缺

乏深入反思的社会后果。 但是，它也营造了一种人际间互相帮扶的关

系。 它的真正意义在于维系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不能仅通过利益维

度来解释，也不能仅被标识为某种“国民劣根性”。 它包含着诸多难以

用利益形容的温暖情愫，它是制造快乐的因素：人们可以回顾过去，但
不过分被过去的伤痛所纠结，因此可以重寻过去的美好，并产生一种

“好”的怀旧主义。 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称之为关系型记忆。
这种关系型记忆不仅遏制了一种负面情愫（包括复仇的情绪），还

营造了一种社区的概念，使得正面的情感得以在社群内生长。 笔者在

访谈中发现，知青们已经表达了这种共同体的概念，如有知青认为，知
青聚会时，大家在一起，忽视了彼此的阶层，因此觉得很快乐。

上述正面的关系型回忆，可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独特气质所在，而
如果只是在铭记伤痛的角度批判它，就不能充分认识它的价值。 同时，
中国的关系营造也不全然是负面的，它还包括了一种“推己及人”的因

素，这种关系类型的文化可能遏制了一种功利主义的人性，其中甚至包

括令人赞叹的“义举”，如知青间不斤斤计较的付出。
费孝通晚年的学术反思回到了一种推己及人的文化层面：“能想

到人家，不光是想自己，这是中国人际关系当中一条很主要的东西”，
而且，这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面的，是从中国

文化里面出来的”（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８：２７４）。 人们依据这种具有伦理

意义的差序格局，由内至外，构建每个人心中的世界图景（费孝通，
２００３；周飞舟，２０１７）。 许子东对中国式关系的批评代表了另一种取

向，即站在西方“求真”的立场对中国文化的一些特质进行批评。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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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也有其意义，但忽视了关系文化营造人际社区的积极意义，以及未

看到中国人的情理过程与意义。
当然，一方面，这种关系型的回忆对于过去的不快不肯轻易“撕破

脸”（即“以和为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合过去的伤痛，并有利于社

群主义的生产；但另一方面，它在更深的层面上维持了既有的体制和利

益关系，本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认为这种关系型的记忆决定了知青的

记忆类型是一种相对保守的记忆。①

综观这类保守类型的记忆，我们也可以认为，“关系”是知青群体

的历史回忆的发生器。 知青群体对于关系的文化观念决定了他们的回

忆方向及回忆的主体内容。 这不同于阿斯曼讨论的基督教文化，尤其

是德国的情况，在那里，罪责是最强大和最多产的历史发生器。 在二战

后，围绕着大屠杀事件，德国社会产生了很多有关罪责问题的记忆话语

（阿斯曼，２００７：５０）。 在这一意义上，本文认为，对于中国社会记忆类

型的分析如果只从罪责角度去反思是有局限的，因为它与我们的历史

发生器之间有很大的错位。
进一步而言，上述的关系型记忆还是对善恶观的一种平衡。 它对

过去的善的彰显，事实上也是某种程度上对过去的恶的对抗。 如梁晓

声对人性的诠释，他希望以此来彰显一种希望，去除未来世界中的恶。
总体上，可以认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公平观，这是一种现世中的平衡

观，利于生成一种社群主义。
那么，记住好的，是否就遮蔽了过去的苦痛？ 本文认为，记住好的，

不意味着就忘记了痛苦。 好的东西放在那里，作为理想和规范，强化了

善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 而恶不被提起，并不等于当事人的遗忘。
４． 记忆断裂：关系型记忆的一个后果

知青偶尔提及的“恶”应该还潜在地影响着他们现在的生活，但传

递给其后代的则要少得多。 除去潜移默化的部分，言说部分的传递是

非常少的，因为他们对于过去的苦痛基本是“沉默”的。
在代际传递方式上，关系型记忆着眼于一种横向的关系，即主要在

亲历者之间传递，它在纵向的代际关系中是被忽视的。 这在笔者访谈

的知青家庭记忆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即原有事实的记忆和讲述在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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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知青的保守型记忆来自于 ２０１４ 年笔者与王汉生先生的讨论。 按王汉先生对保守型

记忆概念的界定，它与批判型记忆相对应，特指知青记忆中缺乏反思的那部分内容。



内部是相对缺乏的。 这是知青代际记忆断裂的原因之一。 在一些公共

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记忆断裂的普遍性。 ２０１２ 年电视剧《知青》
首次播出时，其温暖的叙事方式曾引起亲历者不满，招致了很多批评和

争论；但两年后当该剧在乐视网重播时，通过网络民族志的观察，我们

发现新一代的年轻网友（基本为“７０ 后”至“９０ 后”，甚至有“００ 后”参
与）多以雀跃欢呼的态度来赞美这部电视剧的美妙之处。 从中可见，
遗忘在知青后代中普遍发生。 笔者访谈的知青中也有很多人提及下一

代对知青史已经完全不了解，也没有兴趣去了解。

（二）义务型记忆

与关系型记忆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基础不同，义务型记忆是笔者从

知青群体中特定类型知青的忏悔记忆中总结出来的。 所谓义务，包含

某种必须要履行任务的压力。 一些知青为什么要在晚年去“忏悔”？
这并不是一种令人心情愉悦的过程，而是其过去某种“不堪”的经历带

来的内心不安迫使他们“不吐不快”，这背后有一套文化规则在起作

用。 知青的忏悔记忆出自 ２０１０ 年左右一些知青的公开忏悔。 主要指

“文革”初期具有红卫兵身份的知青的忏悔。 这是来自知青中少数群

体的回忆内容，但也构成了一个记忆类型。 下文将通过对忏悔记忆的

梳理来阐述本文提出的义务型记忆。
１． “忏悔说”的内涵与局限

自 ２０１０ 年左右，有一批知青进行了更大胆的尝试———他们将自己

的红卫兵经历讲述出来，甚至有人还登报道歉，向当年被自己伤害的师

友进行“忏悔”。 曾到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王克明参与主编出版的《我
们忏悔》（王克明、宋小明主编，２０１４）一书是这方面成果的合集。

笔者在访谈中发现，在其他一些类型的知青身上也发生了类似的

变化，这些人的讲述不同于 ２００１ 年左右笔者访谈到的情况。 笔者曾对

个别知青做跟踪访谈，发现他们在 ２０１５ 年左右的表述要比 ２００１ 年的

表述多了更多的政治内容，不再是只谈下乡时受苦的生活经历。 所谓

政治内容，多指知青个体在红卫兵经历中所犯下的过错及自我反思。
如笔者访谈的知青 ＤＸＣ 谈及自己在学校时曾批判过同学 ＬＢ 改写毛主

席诗词，知青 ＬＢ 则讲述了自己曾揭发过父亲（访谈资料 ＤＸＣ，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ＬＢ，２０１５），等等。

诚如《我们忏悔》的编者在前言中所说，一些有关红卫兵经历或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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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经历的个体讲述的价值在于，当主流叙事在试图淡化一些历史

记忆时，知青们转而试图以亲身经历揭开过去的面纱。 在这一思想方

式下，讲述者将作为被迫害者的知青形象转变为作为迫害者的红卫兵

形象，提出了个人罪责问题，并证实了一种观点：即个体即便在那样的

情况下也是有权选择的。 这反驳了一些知青讲述的“无从选择说”。
《我们忏悔》的前言中还提到，那个时代不是所有人都有过分的行

为。 而一些人的不齿行为，使其成为事实上的罪过参与者。 这些人可

能从中牟取利益（王克明、宋小明主编，２０１４：６）。 笔者访谈了其中的

一位作者 ＭＫＭ，他提到，能够有上述反思行为主要在于思想方法的转

变。 因为知青一代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集体主义，认为“级别越大意

义就越大”，就越应该具有优先权。 在集体主义视域下，个人是没有地

位的（访谈资料 ＭＫＭ，２０１５）。 笔者访谈的另一位知青 ＤＪＨ 也说，他们

这一代人耻于提个人要求；即便个人有所要求，也要以集体的名义去争

取（访谈资料 ＤＪＨ，２０１３）。
ＭＫＭ 认为，也由于上述原因，这一代人甚至会以集体的名义去作

“恶”，事后也会以集体的名义去模糊个体责任。 他首先是在思想方法

上发生转变，即认识到个体在集体中的位置并不是无足轻重的，并认为

集体不应该高过个人，之后才从内心深处认为那时候确实做错了。 而

这些“错事”，包括与父母划清界限、揭发或伤害老师、回避或疏远亲

友、对同学咄咄逼人、强制乡亲 “割自留地尾巴”，等等 （访谈资料

ＭＫＭ，２０１５）。
相比知青群体的“有悔说”“无悔说”“无从选择说”，①作为反遗忘

话语，上述“忏悔说”显得更有力度。 这主要表现在它澄清了一些问

题，如提出“有悔说” “无悔说”等都是“文革”结束后知青们的一种自

我保全的逻辑，而且明确指出知青们由于“不愿否定青年年华”和“为
了守护曾经的真诚”而忽视了自我的责任问题（王克明、宋小明主编，
２０１４：４）。

知青群体中大量出现保守记忆，其对主流的“无怨无悔”记忆即便

是反抗的，也呈碎片化状态。 而“忏悔记忆模式”则从个体责任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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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有关知青叙事的三种主要声音，分别指：尽管知青岁月是苦难的，但今天说起来没什

么值得后悔的，个人还是能从中收获一些经验的；知青岁月是苦难的，真后悔有那样一段

岁月，痛彻心扉；知青下乡和当年的主要错误行为都是大势所趋，个体无从选择。



直面知青经历中最难以启齿的红卫兵经历，这在知青叙事中具有突破

性意义。
但是，上述“忏悔”主题也引发了新的争论。 如宋彬彬 ２０１３ 年的

道歉事件就被一些人质疑“不真诚” （徐贲，２０１４）。 而且，在红卫兵坦

承往事的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从被迫害到感谢”的逻辑，如陈小鲁①在

给北京八中老师道歉时，一位被迫害的老师甚至提出了要感谢陈小鲁，
感谢他在当年减轻了自己所受的迫害（陈小鲁曾制止八中学生采取更

极端化的方式对待这位老师）。 这使得道歉会变成了感谢会。 笔者还

发现，一些人试图忏悔时遭到了同伴和被迫害者的反对。 如陆晓娅试

图对“文革”中曾经打过老师这一事件进行忏悔，但同学们都不同意她

去忏悔，老师们也说，怎么还提这事？ 老师担心同学们面子上不好过

（陆晓娅，２０１４）。
上述讨论说明，反遗忘话语确实在知青群体中存在，他们中有人甚

至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来反抗主流的知青叙事。 但在很多人的讲述中

依然存在着强大的保守因素，如上述的由道歉到感谢的逻辑以及忏悔

但不追究真相的讲述方式。 这种保守记忆的顽固性甚至很难单独用国

家力量的塑造来解释。 事实上，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性不容忽视。
下文以王冀豫的讲述为案例来说明“忏悔说”的文化逻辑。

２． “忏悔说”的内在逻辑

（１）不是道歉，而是愧疚。 ＭＫＭ 认为，自己是因为“思想方法”发
生转化才产生了“忏悔”行为（访谈资料 ＭＫＭ，２０１５）。 他所谓的思想

方法多指来自西方的个体化思想的影响。 但笔者在考察中发现，有一

类非常重要的“忏悔”行为是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王冀豫的忏

悔案例。 王冀豫在 １９６７ 年 ８ 月 ５ 日打死人，其时 １６ 岁。 死者为对立

派学生王雁鸿，其时 １９ 岁。 “在监狱里，想出去道歉（但一直没去）。
后来没见过他爸妈，（公安部门怕引起纠纷）不让见。”②

尽管他没有当面去道歉，但是这件事在他心里一直过不去。 ２０１０ 年

他写了道歉文章，这时他已 ５０ 多岁，和当年对立派的同学成了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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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小鲁，１９４６ 年出生，为北京第八中学 １９６６ 届高中毕业生。 陈小鲁没有下乡经历，但可

作为一种忏悔的类型。 本文用此个案，意在说明红卫兵忏悔过程中的文化境遇。
本文有关王冀豫的直接引文皆来自王冀豫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陈晓

楠访问时的回答（ｈｔｔｐ： ／ ／ ｐｈｔｖ．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ｆｈｄｓｙ ／ 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４＿０１ ／ １１ ／ ３２９２８３９０＿０．
ｓｈｔｍｌ）。



在他看来，这时候一声道歉似乎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更重要的是内心的

思想活动。 而道歉似乎更应该是时代而非个人层面的东西：“对立派同

学，那时恨不得杀了他们。 现在是好朋友。 我现在要是跟他们道歉，他
们肯定说，别跟我装孙子……后来想着我得洗心革面，得做好事。 每年

都烧纸，开始纸不着……然后，我说，我不是求你原谅，我连自己都不原

谅。 冬天来了，天冷了，你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后来纸着了……”
从中可见，中国人对待过错的态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忏悔”姿

态，而是一种心照不宣、彼此理解和包容的态度。 忏悔是西方的概念，
源自西方的宗教，使用在中国人的身上显得不太合适。 那么，怎样的词

汇才可以用来描画中国人对于“罪恶”的态度？ 在王冀豫的案例中用

“愧疚”更适合，而且这一“愧疚”似乎不需要对方知道———他一直没有

去找死者的家人赔礼道歉，这种愧疚是内向的。
（２）不是“忏悔”，而是“认账”。 王冀豫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接受

了凤凰卫视记者陈晓楠的访谈。 他认为，只是忏悔还是不够，最关键的

是“认账”。 王冀豫接受过多次访谈，之后死者的侄子找到了王冀豫，
对他表示：“我们不原谅你，永远不原谅；但是我敬佩你，因为你‘认
账’”。

王冀豫公开发表文章后，另一位亲历者发表了他在当年的所见。
按照他的回忆，王冀豫不是打死人的直接凶手，致命的一枪并不是他

“刺”的。 如此，王冀豫的所有忏悔及愧疚似乎都变得没有必要，事后

又会变成对那个时代荒谬性的谴责，因为缺乏具体的责任主体。 但在

２０１４ 年陈晓楠的访谈中，王冀豫说，即便没有另外两个同伴的打击，自
己的两棍也是致命的。 他明确承担了属于自己的罪责，甚至是独自承

担了这一罪责。 对于这件事，他觉得自己不是“忏悔”，而是“认账”，因
为“忏悔”不能说明问题。

（３）自我道德审判———报应说。 王冀豫对自己有一个道德评估。
以下对话亦来自陈晓楠对王冀豫的访谈。 王冀豫讲述：“虽然一面之

缘，但他折磨了我一辈子，躺一万年”。 所谓“折磨了我一辈子，躺一万

年”是指王冀豫打死人后的一个多月内他对自己的道德审判。 据他回

忆，“一天晚上，梦到一个穿着白纱的女人，纱上面有血渍。 她高极了。
我躺在一个木板子上，难受极了。 后来那个女人说，你要在这个板子上

躺一万年”。
那么，王冀豫内心过不去的坎是什么呢？ 如上所述，是一种道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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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表现为“穿着带血的白纱女神”的审判。 在他看来，那些当年做

坏事的人最后都没有得到好的“报应”。 他列举了四位，最后都没有得

到好的下场，甚至自己有一只眼睛也失明了。
（４）救赎：作为一种仪式的公开道歉。 那么，个人心中过不去的

坎，如何才能找到出路？ 王冀豫找到的途径是向公众道歉，而不是面对

面求得被害者家属的谅解。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王冀豫发表道歉文章，这是

他的自我救赎。 自此，他终于如释重负，感到“非常地释怀”。
尽管王冀豫仍然无法获得原谅，但他得到了死者家属的“敬意”。

这说明，王冀豫的公开“认账”行为得到了认可。①

（５）心灵自修。 对于一些知青而言，似乎迫害者对具体被害者的

道歉与和解比公开道歉的难度更大。 在对少数几个人的访谈中，被访

谈人会含糊地提起，但一般不会明确讲述打人事件。 如 ＺＳＳ 说，“我们

受到伤害了，也伤害了别人”（访谈资料 ＺＳＳ，２００１）。 其在事后对被伤

害者也无明确的道歉行为，但这并不表明个人毫无悔过之心。 这一事

件在个人反思层面是存在的，意味着做错事的个体知青心里知道自己

错了，最后变成一种“心灵的自修”，概言之，这是一种“默默认账”
的逻辑。

上述所谓忏悔行为，其原因从根本上讲是忏悔者内心有一道过不

去的坎。 而这个坎多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给他带来的特殊文化心理，
如王冀豫看到的 “道德女神” 的审判， ＺＺＳ 的 “自己知道” 的认账

逻辑等。
３． 对“忏悔说”的进一步讨论

“忏悔说”的内在逻辑基础在于一种平衡观，即“报应说”的理念：
有过错者必然受到惩罚。 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社会公平观念的一种表

达，即罪与罚之间的平衡内在于人们的内心，甚至成为人们行为的准

则。 王冀豫的忏悔行为即源于此。
阿斯曼在讨论古代社会的文化记忆时曾提及古埃及人对法律、公

正、忠诚、真诚等概念的理解，认为这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并提炼出“互

８８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０． ２

① 为什么王冀豫的忏悔得到了死者家属认可，而宋彬彬的忏悔却没有得到谅解？ 笔者初步

分析认为，其原因在于王冀豫承担了“罪的满溢”部分的罪责，即对于不属于他负担的部

分罪责，他也主动承担了；如旁观者所说，最致命的一枪不是他刺的，但他没有因此减轻

自己的罪责。 他的承担方式与《苏菲的抉择》中的母亲苏菲的思路有类似之处（参见刘

小枫，１９９６），即他们都承担了“罪的满溢”部分的罪责。



动的公正”这一概念，认为这一概念很好地表达了古代公正原则所具

有的约束力及其所发挥的联结作用。 它之所以能将人们联系起来，在
于它促成了社会的凝聚力和互助性。 而正因为有了公正原则，有所作

为的人才能获得成功，犯了罪过的人才会受到惩罚。 他强调，相信“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可以既不借助神力，也不借

助国家政权的强力，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经验之上（阿
斯曼，２０１５：２４９ － ２５２）。

这一思想对于理解本研究的“报应说”具有启示意义。 在“报应

说”中体现出来的罪与罚的思想是王冀豫忏悔行为的文化根源，它体

现了“恶有恶报”的行为驱动力，其背后是一种平衡的公正观。 即便是

上文提及的兼具受害者和迫害者双重身份的逻辑思想，也与这一公正

观有着内在的深刻关联，即通过认为作恶者本身也是受害者而得到某

种平衡。
这种“报应说”中所涉及的“恶”的部分的意义，内在于亚历山大所

说的“恶的文化社会学”中。 也就是说，对“恶”的恐惧、排斥和害怕等

令人揪心的经历创造了净化的机会，维持着柏拉图所说的“公正的记

忆”的使命。 而这种恐惧的认识激发人们对他人的恶进行谴责，对自

己的恶进行忏悔，并举行集体层面的惩罚和净化仪式。 这样，神圣、道
德和善才能得以复兴（亚历山大，２０１１：１１３ － １１４）。

４． “报”———知青的罪责观念。
小说《三体》谈及红卫兵 ／知青对于罪责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代

表了这一代人甚至中国人对待过往伤痛的态度（参见刘慈欣，２００８）。
笔者发现，虽然该小说中关于红卫兵部分的争论是虚构的，但其中表达

的文化结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三体》中叶文洁的父亲死于四个女红卫兵之手。 多年后，她试图

和对方谈一谈，想“了结过往的恩怨”。 但红卫兵们回答她：“已经‘了
结’了”。

其“了结”的基础之一是四个人在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中已经

承受了其他苦难———一个女孩在“武斗”中被坦克压断了一只手，另一

个女孩则在农村抢救公共财产时遇难。 她们所有人都在农村度过了最

艰苦的日子，回城后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其“了结”的基础之二是过

去已经成为历史，无论是当年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还是经历坎坷的知

青，都很快被时代忘得干干净净。 其“了结”的基础之三是红卫兵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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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中既不是建功立业的“烈士”也不是遗臭万年的“敌人”，而是一段历

史；而当这群人成为非人的存在———历史———时，他们的罪责以及被害

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恩怨也都化解了。
以上理由似乎说服了被害者的女儿叶文洁，她与施害者之间的恩

怨在这次说理中表面上得到了化解。 这种罪责“了结”的态度，并没有

纠缠于“迫害”的事件，而是将这一迫害事件放置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

中，以“报应说”来化解。 如果遭到了报应，恩怨就化解了。
类似的表达在笔者的知青访谈及一些知青回忆录中多有出现，只

不过没有如上那么典型，因此本文选取了上述案例。 迫害者自身也受

到了迫害，这一逻辑使得一些人在面对过往罪责时在心理上能够有所

舒缓，即他们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认为已找到了平衡。 这可以视为中

国人“报应”观念的表达。 在王冀豫案例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报应说”
的观念对于迫害者的影响较大，甚至左右了“忏悔”的形式和过程。

有关“报”或“报应”的观念已有学者做了一些讨论。 在更广泛的

意义上，这种观念也可被视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特征，是对人们

之间特定交往形式的特征的概括。 翟学伟认为，“报”是中国社会一个

比较核心的文化观念，但相比于人情、面子、关系等概念，还没有被充分

发掘。 已有学者如杨联陞、文崇一、许烺光、黄光国等对“报”有过论述

（翟学伟，２００７）。 根据杨联陞的研究，“报”原意为“祭祀”，后用于祖

宗恩典层面（杨联陞，２００９：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报”的范围以家

庭 ／家族、社区为基础，如个人的不妥行为可以累积至对子孙产生影响；
后因佛教的传入带来业报和轮回的观念，导致“报”穿过“生命之链”，
而进入“前世、今生和来世”的层面（杨联陞，２００９；翟学伟，２００７）。 已

有的关于“报”的讨论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即“报恩”和“报仇”。 目前

对于后者的讨论相对薄弱，且对于“仇”的讨论多以阻止的观念为基

础，如“怨怨相报何时了”，指向的是“受害者”对“施害者”的态度。 但

不可忽略的是，“报”是双方面的一种关系，上述观察因此忽视了另一

方的关系，即事后“施害者”对“受害者”的态度。 而我们在经验层面发

现的“施害者”对“受害者”的忏悔仪式表达，可以视为人们“求福”和“免
灾”的一种赎罪形式。 通过忏悔，或可达致一种社会秩序和人心的安宁。

综上，本文在知青忏悔实践所体现的“报”的观念中总结出一种义

务型记忆形式，认为知青忏悔背后的重要文化规则是“报”；它作为一

种文化规则，产生了形塑社会之力，可以视为社会精神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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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一）知青群体的记忆结构：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

本文提出知青记忆的两种结构性特征———关系和义务———其实是

依赖于文化结构的，例如关系型记忆背后的文化结构是“以和为贵”
“推己及人”思想，义务型记忆背后的文化结构在本文中则主要指一种

“报”的思想。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关系型记忆来自知青回忆中普遍出现的温暖情愫，它是关系

取向的回忆话语，它的特征是以营造现实的关系为目的。 关系型记忆

概念本身也具有较深的理论传承。 在本文中，它是对温暖叙事的进一

步抽象。 在既有理论传统中，有关关系的讨论已经非常之多，比如费孝

通的差序格局概念以及社会心理学者的关系研究，等等。 在以往研究

的基础上，本文从社会记忆角度对中国社会独特的“关系现象”进行了

进一步解读。 本文在相应研究脉络下提出，关系型记忆会强化社会的

遗忘，主要在于它抑制了人们对伤痛历史的回忆和述说，本质上是维持

了既有的体制和制度格局；同时，由于它可以营造一种友好、和谐的关

系，有利于共同体的缔造，例如知青群体就提出了“抱团取暖”的话语，
因此也是中国社会得以保存和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这种记忆甚至可

以激发种种“义举”，如不计得失的付出，等等。
更进一步地，本文认为，“关系”是激发知青回忆历史的一个触发

器，而且不同于阿斯曼讨论的德国文化中的罪责型历史发生器。
其次，义务型记忆总结自老红卫兵（如王冀豫）的“忏悔说”，它有

一定的适用范围。 知青中有人在“文革”初期参与了一些日后难以面

对的伤痛事件，在这些事件之后，他们中有人把个人的厄运归之于当时

所犯的错误（即“报应”）。 本文从这个案例中抽象出这一概念，认为它

可以部分地代表中国人的正义观，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当然，其适用范

围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在现象上，义务型记忆指人们认为自己因在某处犯错而在他处吃

亏，从而得到一种内心的平衡和社会的谅解；迫害者与被害者之间的平

衡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达成的。 这导致以“报应说”为中心的“忏悔说”
最后朝向一种心灵内省。

义务型的社会记忆结构特别体现了一种中国社会的公正观念，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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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平衡观。 知青群体的忏悔记忆并非出自任何冲动，也不是什么兴

之所至，而是基于一种义务 ／压力，这种义务是培育我们文化的组成部

分（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 这种“有过错必然受到惩罚”
的观念（即公正观念）是社会自我“净化”的过程。 当然，在很大程度上

关系型回忆也是我们社会达致某种平衡、维持既有社会秩序的方式，但
它体现的是一种广义上的公正观。

义务型记忆之于社会，有社会法（即奖惩）的功能；关系型回忆之

于社会则有社会秩序自我恢复的功能，如可避免清算的逻辑，以推动社

会继续前行。

（二）一个引申：记忆结构中的公平观念及其思考

在对知青的义务型记忆的讨论中，我们着重强调了中国人的公正

观念问题。 知青在对往事的回忆和对过去是非善恶的判断中所持的关

系型记忆也体现了一种公正观，这也是一种自我平衡。 关系分好和坏

两个方面，人们往往会突出好的一面，压抑坏的一面。 梁晓声和多数知

青的讲述都有这类特点。 而另一部分知青抛出的“恶”的“报应说”，则
可以说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

哲学脉络中的公正分析，如罗尔斯（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的公正研究在于

设定一个原初状态，即通过“无知之幕”来讨论正义得以实现的限制和

条件（罗尔斯，２００１）。 本文认为，公正的概念事实上是一种实践中的

观念，具有社会性和文化性。 而以记忆的实证方式探究知青群体中的

公平观念，为理解知青文化的深层结构提供了一条路径。
综上，本研究还试图通过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概念来回应以

往研究关注权力而忽视文化维度的问题，期望以此充实中国社会学的

记忆研究。 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概念对于理解知青记忆结构的独

特文化现象具有启发意义。
在方法层面，本研究以知青集体记忆为个案，初步讨论具有相对普

遍意义的记忆结构概念，这是一个由个案到理论的提升过程。 个案是

一个有界限的系统，但走出个案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追求。 如

涂尔干就曾通过对澳洲图腾制度的描述来解释原始宗教的基本形式

（涂尔干，２０１１）。 个案可以是非常独特的，甚至是偏离正常状态的，但
它凸显出的某些特征却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克里夫·西尔 （ Ｃｌｉｖｅ
Ｓｅａｌ）指出，个案是根据其逻辑关联或理论意义进行外推的，外推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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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不取决于个案的代表性，而取决于理论推理的力量（卢晖临、李
雪，２００７）。 本研究对知青集体记忆中关系型记忆和义务型记忆的归

纳和讨论，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视为对中国社会记忆结构的一个初步探

索。 它的局限性是假定关系和义务的特征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另外，
本文的探索多停留于案例的具体特征分析，进一步的理论提升尚待

推进。

参考文献：
阿斯曼，扬，２００７，《古代东方如何沟通和代表过去》，哈拉尔德·韦尔策主编《社会记忆：历

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方慧容，２００１，《“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

回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生活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３ 期。
费孝通，２００９ ／ １９９８，《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费孝通、李亦园对话录》，《费孝

通全集》第 １６ 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弗莱切，马蒂亚斯·Ｆ ， ２００９，《记忆的承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于华，２００３，《心灵的集体化：陕北骥村农业合作化的女性记忆》，《中国社会科学》第 ４ 期。
———，２０１８，《权力如何阉割我们的历史记忆》（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ｉｓｉｘｉａｎｇ． ｃｏｍ ／ ｄａｔａ ／ １１１６７６． ｈｔｍｌ）。
哈布瓦赫，莫里斯，２００２，《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景军，２０１３，《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吴飞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康纳顿，保罗，２０００，《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老鬼，２０１０，《血色黄昏》，北京：新星出版社。
———，２０１１，《我的母亲杨沫》，北京：同心出版社。
李猛，１９９７，《拯救谁的历史？》，《社会理论论坛》第 ３ 期。
梁晓声，２０１２，《知青》，青岛：青岛出版社。
———，２０１５，《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访谈系列：年轮———梁晓声》 （ ｈｔｔｐｓ： ／ ／ ｖ． ｑｑ． ｃｏｍ ／ ｘ ／

ｐａｇｅ ／ ｓ０１５２ｔｖｅｑｖ３． ｈｔｍｌ）。
刘慈欣，２００８，《三体》，重庆：重庆出版社。
刘小枫，１９９６，《我们这一代的怕和爱》，北京：三联书店。
刘亚秋，２００３，《青春无悔：一个社会记忆的建构过程》，《社会学研究》第 ２ 期。
———，２０１７，《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的社会观》，《学术研究》第 １ 期。
卢晖临、李雪，２００７，《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１ 期。
陆晓娅，２０１４，《生命的暗夜》，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北京：中信出版社。
罗尔斯，２００１，《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涂尔干，２０１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３９１

论 文 作为社会记忆结构的关系型记忆与义务型记忆



王冀豫，２０１４，《那年冬至烧纸》，王克明、宋小明主编《我们忏悔》，北京：中信出版社。
王汉生、刘亚秋，２００６，《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第

３ 期。
王克明、宋小明主编，２０１４，《我们忏悔》，北京：中信出版社。
许子东，２０１１，《重读“文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徐贲，２０１４，《宋彬彬的“错”和“罪”》（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ｉｓｉｘｉａｎｇ． ｃｏｍ ／ ｄａｔａ ／ ７１４３６． ｈｔｍｌ）。
亚历山大，杰弗里，２０１１，《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周怡等译，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
杨联陞，２００９，《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义昕，１９９０，《洁白无瑕的心》，《北大荒风云录》编辑委员会主编《北大荒风云录》，北京：中国

青年出版社。
翟学伟，２００７，《报的运作方位》，《社会学研究》第 １ 期。
周飞舟，２０１７，《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社会》第 ４ 期。
周怡，２００８，《强范式与弱范式：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社会学研究》第 ６ 期。
Ｈｅｌｅｎａ， Ｐｏｈｌａｎｄｔ⁃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２０００， “‘ Ｉ Ｓａｗ ａ Ｎｉｇｈｔｍａｒ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３９（４） ．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Ｎｉｃｏｌａｓ ２００６，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ｍｏｒ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 ”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ｖｉｅｗ ７９

（４） ．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林　 叶

４９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２０． 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