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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变动中的 20 世纪世界文化景观
郭 小 聪

摘 要 从世纪回眸的角度概览世界性文化潮流在本世纪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
的景观, 人们发现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世界精神文化的发展趋向越来越集
中于人类生存所共同关心的课题。变动不居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变幻莫测的文化前
景, 忧虑与希望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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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 1900 年有两件事似可昭示 20

世纪之交时, 一本介绍法国象征派的英

世纪文化。一件是英国唯美主义文学家王尔
德之死。他当年曾站立伦敦街头, 手持一朵

文小册子开门见山说: / 没有象征主义就不可
能有文学, 甚至不可能有语言。
0 ¹ 奇怪的是,

百合花, 宣传他的唯美主张。但在他死后的

100 年来几乎所有现代主义流派主张都是这

这个世纪, 艺术理想越来越不单纯了。另一
件事是奥 地利医生弗洛 伊德心理分 析著作

种断然的口气。年轻的艾略特正是从这本书
中受到启发, 他和庞德一起, 创立了英美意象

5释梦6的出版, 他看出了文明、
文化表层下难

诗派。他 1922 年发表的著名长诗5 荒原6的

以驯服的人性, 并在这 100 年里得到证明。

第一句诗是/ 四月是最残酷的月份0, 奇特难

对于以上两件事, 中国人当时都一无所
知。1900 年北京 正发生义和团运 动。当西

忘, 对春天的感觉显然与惠特曼时代不同了。
艾略特是个有内涵的诗人, 他认为一个民族

方工业文明开始受到怀疑时, 东方还在忧愤

如果不再有伟大的诗产生, 那么她表达甚至

地摆脱农业文明。20 世纪世界巨变的图景,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拼合的。

感受优美感情的能力就会丧失掉。
艾略特和庞德都是从美国来到英国的。

但在刚跨入新世纪时, 并没有多少征兆。

尽管上个世纪末美国工业总产值已位居世界

19 世纪留下的遵从理性、持续进步的信念还

首位, 但美国作家还在向欧洲学习。他们往

在起作用, 人们的生活还是按部就班。1901
年, 西方妇女开始把裙子提到脚面以上。中

返欧美, 开阔视野, 兼收并蓄, 在巴黎、
伦敦形
成了一个个文化小圈子, 并产生了象华顿、
安

国从 1902 年起废除女子缠足。那时, 托尔斯

德森、
海明威、菲茨杰拉德、
沃尔夫、
福克纳等

泰、
契诃夫、
左拉、
哈代等文学巨匠还活着, 受

一批知名作家。这些都为以后美国文化走向

人尊敬, 但 19 世纪浪漫和写实的文学传统已
经受到挑战。

世界做了准备。
本世纪一二十年代, 公认的西方现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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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都在巴黎。那里是各种文艺新潮的汇流
之地。1905 年, / 野兽派0画家在巴黎举行过

气逼人。那种鬼打墙似的氛围, 永远绕不进
去的城堡和无端的审判 ,,, 卡夫卡究竟窥

画展。稍后法国诗人阿波利那尔创立了/ 立

到了什么? 颤栗于什么? 难以说清, 但那种

体派0, 并一度在诗歌、绘画中占了上风。那
些年, 巴黎路边的小酒馆和咖啡馆里经常坐

被莫名力量所控制的异化感, 却是 20 世纪人
所熟悉的。

满了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各国年轻人, 他

另外 如 德 国 作 家 托 马 斯 # 曼 5 魔 山6

们谈论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派、超现实

( 1924) 中相互对立的现代意识, 美国作家福

主义等就象啜饮 各种牌子 的饮料一 般。早
年, 毕加索和卓别林也曾默默无闻地从那里

克纳5喧哗与骚动6( 1925) 富于本土气息的意
识流写 法, 英国女 作家 吴尔 夫5 到灯 塔去6

凝望过塞纳河。

( 1927) 的象征含义, 都深深潜入心灵而不顾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描述了那个时代

大众的通俗化要求。严肃意义上的现代派作

的若干情景。那 时巴黎的 出租马车 比比皆
是。俄国芭蕾舞团轰动了巴黎。诗人的诗集

品有可能是本世纪最认真的心灵之作, 但作
者必须真的象德国诗人里尔克说的那样/ 自

往往只因印有美术家的装饰画才卖得出去。

己拥有一个完整的世界0, 并且真诚, 这样才

她说, 那时现代派作家普鲁斯特、
乔伊斯和卡
夫卡还象一般人 一样生活 着。她称 他们是

可能避开各种/ 皇帝新衣0式的闹剧。要是没
有/ 最高的宁静0和美感, 要是心灵象海绵吸

/ 撑着 20 世纪的三条巨鲸0 º 。

水一样吞吐不留, 什么样的生存不是/ 充满了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 1927 年才出齐的多

喧嚣与骚动, 却没有一点意义0呢?

卷本5追忆似水年华6, 表现了最深沉的意识
和孤独感。不管写的是身世, 还是想象, 这个

本世纪最独特的历史事件之一, 是从来
没有见过的世界大战。首先不知所措和遭殃

因病不得不长年待在屋子里的人发现, 人生

的是战火中的夜莺们。一战中战死的诗人有

的真实经历不等于往事, 而在于能够捕捉住
当时场景中的感觉和情绪。有一批作家承认

布鲁克、
索利、沙逊、欧文、罗森堡、
佩吉和阿
波利那尔 等, 他 们死时大 部分是军 官身份。

从普鲁斯特那里获益匪浅, 另一些作家则认

他们留下的诗, 极少数是歌颂战争的, 大多数

为天才是不可继承的。

是咀咒和嘲讽, 但他们的诗才一样被浪费、
被

英国 作 家 乔 伊 斯 的 5尤 利 西 斯6 写 了
1904 年 6 月 16 日这一天都柏林市两个人物

贬低了。一位美国学者曾极言 20 世纪语言
的堕落现象, 认为语言本是人道、
理性和诗意

的生活经历, 但要 读懂恐怕 几个月都 不够。

的创造者和保有者, 而一种充溢着欺诈与暴

最后四十页完全是意识流的跳动, 连标点符
号都没有。作者似乎想用古希腊神话英雄来

力的语言, 不可能再有生命。
苏联作家肖洛霍夫5静静的顿河6刻划了

对比 暗 示今 天 芸 芸 众 生 的 平 庸。这 本 书

主人公第一次上战场上杀人和读一位死去的

1922 年出版时在英国遭禁, 1999 年却被专家

敌军官日记时的感受, 惶惑于同样热爱生活

评选为本世纪世界最佳英文小说。这本书令
各国读者肃然起敬, 但有多少是因为读过, 又

的人为什么会死, 或者送别人去死。在捷克
作家哈谢克的5好兵帅克6、德国作家雷马克

有多少是因为没读过呢?

的5西线无战事6、
英国作家奥尔丁顿的5英雄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5审判6和5城堡6,

之死6、美国作家海明威5永别了, 武器6 等不

是在他 1924 年死后由朋友违背遗愿整理出
版的。这些本来应该投入炉火的内心独白寒

同风格的作品中都透露出这种时代性的无奈
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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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个世纪时, 人们以为科学理性可以
解决一切冲突。如今, 文明成果却被用来杀

万。妇女们也迷上了刚刚上市的丝袜。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

人。1903 年, 莱 特 兄 弟 刚 刚 发 明 了 飞 机。

开始在巴西写回忆录5昨日的世界6, 写他对

1917 年就在肖伯纳的戏剧5伤心之家6中第
一次出现了空袭场面。又过了 20 年, 支离破

精神故乡欧洲的绝望。作为一个经历过纳粹
恐怖的犹太人, 他/ 对任何集体兽性的爆发不

碎的轰炸场面, 在毕加索的绘画5格尔尼卡6

再感到惊异0。 三年后 他和夫 人一起 自尽。

中重现。1938 年, 英国抒情诗人奥登站在中

死时没有忘记感谢巴西。他仍坚持个人自由

国武汉饱受日军轰炸的天空下, 写了/ 天空象
高烧的头额在悸动, 痛苦/ 是真实的 , ,0这

是这个世界上崇高的财富, 坚持即使迂腐的
理想主义也要比各种惑众的口号有人性和有

样的艾略特式的诗句。而艾略特的5四个四

益的多。

重奏6( 1942) 中, 德国纳粹飞机象/ 黑色的鸽

二战比一战更残酷。更多的人不是死在

子吐着闪亮的舌头/ 在他归途的地平线下经
过 , ,0。»

战壕里, 而是死在大规模的屠杀中。西班牙
诗人洛尔加死在行刑队面前。法国诗人雅各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生活象是间奏。20

布死在集中营里。中国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

年代, 西方各种艺术探索还在进行着, 而东方
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鲁迅一代能够面

兵秘密杀害于南洋。 ,,/ 那么长的行列, 我
以前从 不相 信, 死亡 会使这 么多 人失 去生

向世界的作家。但战争的 阴影始终 没有消

命0, 地狱般的现实超出但丁的想象。后来采

散, 并造成广泛的精神危机。海明威作为美

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美国记者报道说: / 最可

国一战后/ 迷惘的一代0的代表, 表现了信仰
在战火中 的失落。而另 一类美 国青年 ) ) )

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
0 在这
里, 孩子能领到一块糖的唯一地方是毒气室

/ 爵士时代0一代人, 则在菲茨杰拉德的5了不

门口。从这次战争后, 纪实性和新闻体作品

起的盖茨比6( 1925) 中有充分展现。他们及
时享乐, 感官至上, 全无理想。

开始进入畅销书行列。一本在阁楼上发现的
5安妮的日 记6 比所有文学性 读物更震撼人

/ 爵士时代0正是美国大众通俗文化兴起

¼

心。

的时代。20 年代, 一种叫做/ 爵士0的黑人音

这时法国的存在主义精神只能从二战时

乐从芝加哥流行开来。闪闪发亮的乐器, 晃
动对吼的喧闹, 以及即兴演奏的方式, 很适合

期法国的生活现实中去寻找。无论是萨特坚
持的人只能在荒诞中自寻意义, 还是加缪在

美国人满不在乎、
追求刺激的口味, 逐渐形成

5鼠疫6中强调的以抗争反抗绝望, 都表现出

了美国独特的文化个性和氛围。1927 年, 最
早流行的有声电影5爵士 歌唱家6 在纽约上

一种绝决的乐观情绪。萨特曾在5占领下的
巴黎6一文中不是以哲学家, 而是以过来人的

映。第二年, 快乐的米老鼠形象在迪斯尼诞

身份向英美盟友解释说, 为什么占领会比战

生。1933 年, 美国生产的 电影已达 547 部,

争更可怕、
更难熬, 因为伦敦骄傲地经历过的

超过了英、
法、
德、
苏四国的总和。而这一年,
德国 纳 粹上 台 并 发 生 了 焚 书 运 动。直 到

一切, 巴黎却是在绝望和耻辱中度过的。在
这里活下去的人是要为自己寻找意义的。这

1939 年, 当世界已是战云密布时, 近四个小

也许说明了为什么战后法国人能对荒诞派戏

时长的电影5乱世佳人6仍轰动 全美, 100 多

剧产生共呜, 1953 年贝克特的5等待戈多6上

万人赶往亚特兰大观看场面辉煌的首映式。
这一 年, 纽约世 界博览 会参观 人数达 4500

演时在巴黎创造了最高的上座率。而作为对
照, 几乎同一时期, 中国却产生了一部史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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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剧杰作5茶馆6, 作者老舍为本世纪初才
传入中国的西洋话剧艺术增添了一种东方画

耻辱柱上抽打一遍又一遍, 又有多大意思呢?
20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则继承了 19 世纪

轴风格。

从苦难中仰望星辰的文学传统。仍有诗人、

德国思想文化在二战中也受到震动, 产
生了以海因里希#伯尔为代表的/ 废墟文学0。

文学家自戕, 流亡, 被流放, 被处决, 在这个名
单上有勃洛克、
浦宁、
古米寥夫、
曼德尔施塔

但更复杂、更痛苦的恐怕是德国知识分子的

姆等。索尔仁尼琴的5古拉格群岛6象是 20

内心, 他们无法解释思与行的矛盾。/ 人诗意

世纪的5死屋手记6。但尊严感始终存在。从

地栖居在大地上0 $ $ 几十年来, 是海德格尔
使荷尔德林这句诗饱含深意, 走遍世界, 温暖

上半个世纪布尔加科夫的5莫斯科鬼影6到下
半个世纪艾特玛托夫的5断头台6, 耶稣和总

人心。他早就警告现代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

督彼拉多就在今人身旁不断显身, 他们对善

的毁灭。但他如何解释他在纳粹时期当校长

与恶的探讨永无完结。俄罗斯的精神气质总

时把犹太血统的恩师胡塞尔赶出校门的行为
呢? 他当然可以用普通德国人常用的理由来

是这么凝重, 象拉赫玛尼诺夫和肖斯塔科维
奇的钢琴曲、交响曲一样。在帕斯捷尔纳克

为自己辨护, 但无 论如何正 象培根所 说的,

的小说5 日瓦戈医生6( 1957) 中有一个细节,

/ 善于谋身的聪明, 在它的许多种类中, 都是
一种卑污的聪明0 ½ 。如果人类 思想的头羊

日瓦戈从一战前线回到莫斯科后, 和朋友们
就着酒精 分享了一 只野鸭, 他却感 到不快。

事实上忠实于眼前的青草更甚于真理, 那么

因为在这普遍忍饥挨饿的年月, 他觉得, / 独

羊群该信谁呢?

得的幸福并不是幸福0, 野鸭不再是野鸭。只

战争和恐怖在战后作品中留下了后遗症
$ $ 冷酷, 冷漠和对文明的彻底破灭感。英

有当自己的生活与周围人相仿佛时才真正有
生活的乐趣。但有意思的是, 当电影5日瓦戈

国作家奥威尔在519846 ( 1949) 中描 写了由

医生6 1965 年上映后, 日瓦戈医生的形象却

/ 老大哥0 控制的极权世界, 其恐怖之甚连隐
秘的男女温情也被操纵、被厌弃, 男女主人公

很快使大皮帽、
大衣和高到大腿根儿的长统
靴的装束在美国风行起来。而到了第二年,

最后冷冷对视, 心如铁石。另一位英国作家

大众的兴趣又转向了电影5音乐之声6。

戈尔丁的5蝇王6( 1954) 写一群孩子漂落到荒

大众通俗文化的盛行, 是二战后下半个

岛上, 却不再是个浪漫历险的童话, 而是由于
弱肉强食的本性而自相残杀的恐怖传奇。法

世纪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50 年代初, 在美
国, 同样从黑人音乐中借鉴而来的/ 摇滚乐0

国作家西蒙的5弗兰德公路6( 1960) 以二战中

取代了/ 爵士乐0。18 岁的卡车司机普莱斯

法军溃退为背景, 感叹大自然美景中人类战
争灾难的不可理喻。而在美国/ 黑色幽默0派

利以极强节奏的演唱和独特的扭胯摇摆, 成
了青少年心目中的/ 猫王0。他的唱片5伤心

代表作家海 勒 1961 年 发表的5二十 二条军

旅店6曾名列全美榜首, 歌词的灵感来自一位

规6中, 二战战场就象一个由社会机构和个人

自杀者的遗言/ 我在一条孤独的街道上独自

共同组成的疯人院。/ 二十二条军规0也几乎
成了生活/ 荒诞0 的同义语。在这类作品中,

徘徊 ,,0。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5麦田守
望者6( 1951) 准确洞察了那一代青少年面临

成功的象征往往可以抽象出一个专有名词或

的精神危机, 因而至今被视为杰作。他们当

创造新的内涵, 但仅仅如此似乎还是枯燥的,

时被叫做/ 垮掉的一代0。

不够的。人们读多了会问: 除了玩世不恭外,
还有别的面孔吗? 仅仅把人类生活绑在艺术

在英 国, 50 年 代 则 有/ 愤 怒 的 青 年0。
1910 年至 1940 年间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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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受到了质疑, 认为败坏了读者胃口, 是个灾
难。50 年代以来 兴起的通俗作品适应了二

大众文化的流行得益于本世纪大众传播
媒介的发达。从 1906 年无线电广播首播到

战后大众追求享乐主义的心理, 受到欢迎, 但

1939 年人们首次看到电视转播, 把文化娱乐

同时也往往缺乏震动心灵的东西。
六七十年代, 欧美摇滚乐有/ 愤怒摇滚0

送进千家万户第一次成为可能。目前世界上
每十人就拥有一部电视。而从 1898 年诞生

之称, 其/ 嬉皮士0 的社会叛逆形象与世界性

的电影, 作为科技发展的直接产物, 也成长为

的反战示威、民权运动等 有关。1969 年, 美

一种世界性的大众文化。根据 1998 年的统

国曾举行三天四夜连续不停的摇滚音乐会,
有五十万人参加。英国的披头士乐队( 甲壳

计, 美国好莱坞电影在这方面占据了一半以
上的全球市场, 其题材内容也日益国际化。

虫) 、
滚石乐队当时十分有名, 走到哪里就叫

有人认为大众文化是 20 世纪的一头怪

哪里出现疯狂场面。披头士乐队 1965 年因

物, 人很容易被它控制, 懒于动脑, 懒于体验

对英国财政做出巨大贡献而获得女王/ 帝国
勋章0, 1969 年又因反对越南战争而退了回

美好的情感。据 90 年代一项统计说, 西方各
国近半数的成人读写能力低下, 连看懂报纸

去。披头士乐队最畅销的一张唱 片是 1968

都有困难。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 大众

年发行的5革命6。1979 年, 著名的平 克. 弗
洛伊德乐队推出代表作5墙6, 抗议当今的教

有权力享受文化, 尽管有可能助长市侩作风,
但更多的人应该得到科技文明带来的好处。

育制度抹煞个性。

而且什么又是精英文化呢? 现代商业社

到了八九十年代, 当年上台撕扯猫王衣

会中一些文化精英自身的纯洁性开始受到怀

衫的狂热少女们已到了该当祖母的年纪, 摇
滚乐依然是通俗音乐的主流。1980 年, 当披

疑。一家著名大公司董事长说: / 有时学术界
的人知道商业界的人也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

头士乐队主将列侬遇剌身亡时, 世界上有几

会感到震惊。说这些话我并不是想特别冒犯

千万人参加悼念活动。美国歌星迈克尔#杰
克逊环球旅行 演出大获成功。70 年代原本

哪个人, 因为商业界的人有时发现某个教授
并不 是 睡眼 惺 忪 的 梦 想 家 也 同样 感 到 震

在夜总会中播放的/ 迪斯科0舞曲也在世界流

惊。
0 ¾英 国作 家洛 奇 1984 年发 表的5 小世

行开来。不过这时商业性渗透日渐明显。出

界6仿佛是这句话的某种注脚, 被一些汉学家

身贫寒的美国歌星麦当娜一曲5物质女孩6惊
人的实际, / 只有那些有钱的男孩对我来说才

称为是西方的5围城6。如果说 20 年前美国
作家贝娄所著5赫索格6中的那位大学教授还

真正具有魅力 , ,我是一个物质女孩儿0。

能够认真地苦闷、
孤独, 过自己的精神生活。

不过, 与商业性演出构成微妙平衡的是
慈善性演出的增多。1985 年, 全美 54 位著

那么5小 世界6 中这批活跃于 世界文坛的学
者、
教授们却挺 想得开。他们本 来也是/ 读

名流行歌星为援救非洲灾民录制的唱片5我

者0, 却喜欢反客为主, 整天操着一套套自成

们就是世界6筹得近亿美元。歌中唱到, / 这

体系的理论互相邀请、
飞来飞去, 借各种学术

世界必须团结得象一个人, 我们不能再麻木
不仁0。1986 年, 中国近百名流 行歌星也在

会议之名吃喝玩乐, 争名逐利。
上一个世纪的美国学者爱默生曾担忧过

北京演唱了5让世界充 满爱6, 向/ 国际和平

社会分工对/ 人0 的分裂。人们毕 生各专一

年0献礼。摇滚乐 80 年代初进入中国。1990

行, 不能全面发展, 社会上走来走去的是一个

年在北京举办了中国通俗音乐史上第一场真
正的摇滚音乐会。

胃、
一节胳膊或一段手指。作家、
学者也不例
外, 他们很难成为苏格拉底时代的爱智者,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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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象福斯特期望的那样建立精神上的自足境
界, 因而也很难写出象梭罗5瓦尔登湖6那样

扑下来吞食了带腮的加进鱼类基因的人, 那
算是谋杀呢, 还是仅仅吃午餐? ¿

宁静的作品。在这个习惯于找专家的时代,

但本世纪日益明显的/ 地球村0趋势, 也

读者们很单纯地认为, 作家、
学者们就应该帮
他们净化情感、找出生活的意义, 就象医生给

促成了不同地区间社会文化的发展和融合。
不断变革的中国是一个例子。古老传统在与

人治病、
科学家负责改善生活质量一样。可

世界契合中 寻求活力。1900 年当巴黎举办

惜这种天真的想法不是花钱就可以满足的。

世界博览会时, 法国外交官方苏雅正出使中

大众文化可以供给快乐, 却不足以解决个人
的精神焦虑和渴求。不过这并不影响畅销率

国云南。人们不久前从他遗留在地窖里的几
百幅照片 看到了一个世 纪前中国 呆滞的面

或收视率, 因为现代消费者可能反感, 却不可

孔。1999 年, 云 南昆 明成 了 一座 忙碌 的城

能认真反抗。当旧的产品消失了, 新的又会

市, 世界园艺博览会将在这里举办。中国将

在生产线上源源出现。
技术绝对统治的前景越来越令人不安。

给新的世纪留下新的形象。
无论文化源流怎样不同, 风格怎样独特,

本世纪初, 出身工人家庭的英国作家劳伦斯

人性总是相通的, 理想主义精神应是一致的。

即表达了人被机器控制而畸型的忧虑。1932
年, 另一位英国作家 赫胥黎在5美妙 的新世

近二三十年来享誉世界、独具精神品格的拉
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证明了这一点, 出

界6中描绘了一个可怕的社会, 被科学威力异

现了以5百年孤独6作者马尔克斯为代表的多

化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没有灵魂的高效率社会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组织中。随着 1945 年一颗炸弹炸毁一座城
市, 1969 年人类登月毁灭了神话, 和 1997 年

1901 年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 现在已经
可以看到本世纪全部获奖者名单了, 但这并

克隆羊成功而面临复制人类的可能, 科学发

不重要。重要的是/ 作品应有理想倾向0这一

展与人类价值关系问题越来越具有严重性和
紧迫 性。美 国 作 家 冯 尼 格 5 猫 的 摇 篮6

颁奖标准。无论 诺贝尔 当年究竟 是怎样想
的, 无论现代分析理论已经如何对人性不报

( 1963) 、
品钦5万有引力之虹6( 1973) 中的/ 黑

希望, 艺术中的理想主义精神都只能宽泛地

色幽默0来自科技发展与传统人文精神之间

理解为人类在任何世纪、任何处境下都要维

的失调。而八九十年代以来, 越来越多的影
视科幻作品涉及人类灾难和价值毁灭主题。

护自身尊严、
美感和精神价值的决心, 艺术都
要保有赋予人生以意义的作用。否则, 就真

一家未来学杂志在谈到生物技术革命的奇迹

象英国批评家理查兹所预言的那样了, 艺术

时发愁说, 如果将来用鸟的基因改造过的人

若不存在将引起一场生物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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