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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中国的公共论述中，“民族主义”语词不断敲打着时代精神的敏感神经。无论是对具体事件的
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与此相关的争论都呈现出激烈的分歧甚至攻击，公众意识在此
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在分裂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而在另一端，
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蒙昧与灾难。我们似乎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是放弃还是坚
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案似乎是如此至关重要。对一方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
“背叛”、“英雄”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这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文明”
还是“野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一种令人焦虑的话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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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的公共论述中，“民族主义”语词不断敲打着时代精神的敏感神经。无论是
对具体事件的直觉反应，还是在理念层面上的立场言说，与此相关的争论都呈现出激烈的分
歧甚至攻击，公众意识在此出现了两极化的对垒。在分裂谱系的一端，民族主义被写在信念
的旗帜上，发出悲壮的召唤；而在另一端，民族主义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象征着蒙昧与
灾难。我们似乎被置于一种强制性的审问：是放弃还是坚持民族主义立场？而答案似乎是如
此至关重要。对一方来说，这是检验“爱国”与“卖国”、“忠诚”与“背叛”、“英雄”
与“败类”的试金石；而对于另一方，这意味着对“开放”还是“封闭”、“文明”还是“野
蛮”、“和平”还是“暴力”的抉择。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一种令人焦虑的话语力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都将遭遇极度的困难。这不只因为民族主义
本身具有格外复杂多样的理论内涵与历史实践形态，也因为每个论者都无可避免地要面对自
身的焦虑。因此，任何论述都至多是一种尝试性的辨析与探讨。而那种企图弥合分歧、化解
义愤的努力虽然不无必要，都可能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自负。
一、创伤记忆的复活
以赛亚·伯林说，民族主义“常常是创伤的产物”，并特别指出，如果俄国人没有被西
方视为野蛮的大众，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或更普遍的剥削中受屈辱，他们不会轻易接受极
端的观念。但是，历史记忆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只有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之后才能构成
一种有力的叙事。设想一下，对于一个正统的汉民族主义者来说，最为深重的历史创伤是千
百万“汉人”曾在长达 270 年的时间里沦为满人的“亡国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奇耻大辱
更令人沉痛的历史记忆吗？实际上，从“反清复明”的先驱义士到孙中山的革命同盟，一直
坚持着激昂的“排满”诉求，这种民族主义的斗争叙事持续了几百年，并直接促成了中国作

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然而，如今电视剧中那些连篇累牍的关于大清皇帝们丰功伟绩的故
事，却丝毫不会激发我们的民族主义激情。因为历史变迁了，“满人”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
大家庭，排满主义的义愤已经被化解、被超越而最终被遗忘了。
历史的“创伤记忆”只有在新鲜伤口的刺激下才会重新复活。今天的民族主义义愤主要
指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与日本。从中国大使馆被美军轰炸、到南海的飞机相撞、到最近日
本公司职员在珠海的集体嫖娼等一系列事件，中国人感受到直接的、当下的耻辱体验。这种
新的屈辱感选择性地激活了另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直到日本侵华战
争所遗留的历史伤口，而作为这一历史记忆的中心象征——火烧圆明园以及南京大屠杀等事
件——散发着格外血腥的气息。于是，“新仇”接续“旧恨”构成了悲愤性的民族历史叙事。
但是，创伤记忆还只是民族主义勃兴的一个源头。与此平行的是另一种民族记忆，那是以“强
汉盛唐”的辉煌传说为代表的历史叙事，它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强盛、骄傲与尊严的深切缅怀，
并激发出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热烈想象。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这两种叙事共同
建构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可称之为“雪耻型民族主义”——以重返远古时代曾
经的辉煌来彻底洗刷近代以来的屈辱。
民族主义话语不只是一种集体宣言，同时也为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认知框架。在
这种叙事所支持的阐释图景中，所有个人的遭遇只要涉及异族外邦就不再是个孤立的、意外
的和偶然的，都与文化、政治、军事与经济的结构性压迫相联系。来自外企上司的傲慢言辞，
被拒绝的签证，在海关遭遇的“特别问询”，甚至目睹那些出入高级宾馆的异族男人身边伴
随着迷人的中国女人等等最些微的不良感受，都会激发悲愤的民族情绪，可以毫不迟疑地与
奥运会申办的落选、与大使馆被炸、与中国公民在国外被警察殴打等等“整合”起来，生成
逻辑一致的整体性耻辱感。我们在 20 世纪初郁达夫的私性小说《沉沦》中已经看到了这种
阐释的原型。小说中那位苦闷的青年主人公在日本妓院遭受冷遇之后，发出了强劲的民族呐
喊：“中国呀中国！你怎么还不强大起来！”，“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
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借助于民族主义的解释逻辑，个体的不幸遭遇将得以与民
族的苦难命运有机地合为一体，由此超越了个人的卑微感，上升为一种悲壮体验。而日常经
验与抽象理念互为增援，不断地加固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建构。
尤为重要的是，骄傲与创伤的双重性反差会产生一种激增性的循环反馈：对雪耻的诉求
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外来的冲击所挫伤，而越发深重的屈辱感将会唤起更为迫切的复兴渴望。
因此，雪耻型民族主义具有一种持续的内在紧张，宛如一个允诺已久却迟迟未临的狂欢高潮，
令人焦虑不安。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种集体性的焦虑之中。无论是拒绝还是坚持，
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的造物，也是我们共同的地平线。虽然民族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
但安德森所说的“想象”并不意味着虚构。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也从不否认民族认同的重要
意义。当这种认同不能被充分达成的时候，焦虑是无可避免的。即便那些民族主义的极端反
对者，或“民族虚无主义者”也是如此。那些诸如“宁愿再被殖民三百年”或者“解散中
国”的鼓吹，正是试图以一种自虐性的狂热（齐泽克所谓的“反升华压抑”）一劳永逸地解
脱这种焦虑。如果我们无法摆脱民族主义，真实的问题是我们怎样对待民族主义。
二、雪耻焦虑与复仇主义
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论研究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线索。思想史家曾辨别了“文化的”、“政
治的”和“尚武的”等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分析它们各自的不同特征以及形成与转化的条
件。也有论者批判了那种对“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文化与政治的天真幻想，着
眼于开掘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对现代国家诞生的必要性、在历史上对自由与民主事业的
促进以及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许多审慎的作者试图通过区别“好的”与“坏的”的民族

主义类型来避免其可能的危险。例如，在民族主义之前冠之以“开放的”、“理性的”，“稳
健的”和“温和的”等限定词，以区别于“狭隘的”、“狂热的”、“侵略性的”与“极端
的”民族主义。在纷乱的理论丛林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两个共识性的见解。首先，民族主
义的具体形态取决于民族自身的历史特征、外部环境的条件以及国家话语导向等因素。其次，
某种特定类型的民族主义是格外危险的，与侵略与战争具有紧密的亲缘性。
“复仇主义”（Revanchism）或许是最值得警惕的一种危险形态。这一名称源自于法语
“revanche”，在 1870 年代的法国开始流行使用（其背景是 1871 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失去阿
尔萨思与洛林），用来描述一种旨在夺回战争中丧失领土的政治运动。复仇主义诉诸于一种
集体性的欲望：征服敌人来恢复民族的尊严、重获地缘政治的统治地位或者经济优势。极端
的复仇主义者主张战争是唯一有效的手段来实现民族的抱负。但是，最深刻的危险不仅仅在
于它对战争的狂热或者说反人道主义的立场，而在于它极大地封闭了民族的政治想象与智慧
的空间，最终成为一种自我颠覆的运动，将民族引向更为深重的灾难与自我毁灭。虽然，从
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长达半个世纪的巴以冲突以及巴尔干半岛的民族
争端——来看，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复仇主义主导的民族运动实现了其声称的抱负，但复仇主
义仍然具有极大的蛊惑力与煽动性。
美国在 911 事件之后的反恐话语与战争策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仇主义倾向，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可资警策的例证。美国由于缺乏单一民族国家那种以共同血缘、人种和语言为基础
的民族认同，在流行的见解中被视为最少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但实际上美国具有一种特殊
形态的“理念型民族主义”。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在论述“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名著中指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筑于“信条”（creed）的国家，
这包括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和放任经济等一套美国价值。其民族认同依赖于这
套理念，而不是德国式的“血缘与土地”。因此“成为一个美国人”不是出生的问题，而是
对理念的承诺。亨廷顿也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理念型的，它并不宣称美国人民比其
他人民更优越，而是通过宣称美国的理想比其他理想更伟大来证明自己。这种特殊类型的民
族主义时常会显示出悖论性质。华裔学者裵闵欣不久前发表文章指出，强烈的爱国情绪甚至
能够认可“焚烧国旗”的行动。这种损毁国家象征符号的“反美”行为，却因为其本身作为
“自由表达”的行动而肯认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理念，甚至得以转变为“爱国的”行动。然而，
理念型民族主义并不天然地豁免于转向复仇主义。当 911 事件使这个幸运的国家第一次蒙受
巨大的创伤，当布什的国家话语将这种创伤反复阐释为“美国自由价值”遭遇的毁灭，“伟
大的美国理想”与“被毁灭的美国价值”，建构了类似的双重性叙事，同样会激发集体性的
雪耻冲动。在某种意义上，“解放伊拉克”可以被看作一种理念型的复仇主义行动，让美国
的价值理念重新获得其普世主义的尊严。然而，即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一旦放弃可能
的政治途径而转向以战争解决问题的复仇主义，同样会陷入自我颠覆的命运——美国价值的
优越性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普遍的怀疑与攻击。就此而言，无论今后反恐战争的局势将如何
发展，作为雪耻行动本身已经失败了。
美国的经验显示，复仇主义的危险可能发生在任何民族。这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未
必没有警示作用。在当今中国的雪耻话语中，尤其在网络论坛最为极端的呐喊中，我们的确
可以察觉某种复仇主义的暗流。但是，我们是否可能“来一次东京大屠杀”来雪“南京大屠
杀”之耻？是否可能以“日本是劣等民族”来回应“支那劣等民族”论？以我对你的仇杀
来血洗你对我的蹂躏、以野蛮来应战野蛮、以卑劣来抗拒卑劣，这不是雪耻，而是堕入耻辱
的深渊。这或许可以满足某种嗜血的低级本能，但唯独与我们集体的尊严无关、与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无关。如果说民族主义旨在恢复本民族的尊严与骄傲，那么复仇主义是自我颠覆
的、反民族的“伪民族主义”。
“雪耻”总是具有某种非理性的激情成分，这本身并无可指责。无论是个人还是共同体，

完全摒除激情的生命既不可能、也丧失了意义。但无论何等伟大的良知与感情诉求，都只有
依靠理性的政治才可能付诸实践。雪耻型民族主义并不注定导致复仇主义，其内在焦虑也有
可能在不断的民族成就中获得缓解。而要达成雪耻，也不得不依赖于政治的审慎与智慧。否
则将沦为粗鄙的复仇主义而走向自我毁灭，而自绝于民族的尊严、骄傲与光荣。

Memory of Scars and Nationalism for Rev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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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ublic discussion, the word “nationalism” always gets on the
sensitive nerves of the spirit of the age. Whatever the intuitive response of the concrete events or the
ideals, the relevant debates are fiercely even violently so that the conscience of the public are
controversial. On the one hand, the nationalism is written on the flag calling mournful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nationalism is nailed up on the column of the history disgracefully which symbolize uncivilness
and disaster. We are in the situation of being questioned forcefully: giving up or sticking to the viewpoint
of nationalism?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s so important. On the one hand, this is the touchstone of
patriotism or betray, loyalty or betray, hero or scum. On the other hand, this is the choice of the openness
or closure, civilization or savagery, peace or violence. Nationalism is becoming the worrisome discour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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